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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广东省服务型制造示范名单公布

转型特点鲜明！4 家莞企入选
本报讯 （记者 向连 张华桥）
近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
了 2021 年度广东省服务型制造示
范名单。四家东莞企业被评为广东
省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
的新型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
是先进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重要方
向。广东省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是由广

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导开展，
旨在促
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
评选出一
批具有鲜明转型特点的制造业企业。
此次上榜的四家东莞企业及其示
范模式分别为东莞市沃德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的定制化服务，
广东拓斯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定制化和总集成总承
包服务，
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的供应链管理，
以及广东利扬芯片测

试股份有限公司的定制化服务。
其中，
拓斯达拥有工业机器人及
自动化应用系统、
注塑机及其配套设
备、
数控机床、
智能能源及环境管理系
统四大主营业务板块，
可为客户提供全
制造链条各个环节的整厂综合配套产
品及服务。据介绍，
发展十五年来，
拓
斯达充分践行服务型制造理念，
将项目
研发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
在发掘和识

莞番高速又有新进展

未落实防疫要求
万江多家网吧被处罚

8A 标贝涌梁厂首片预制小箱梁浇筑完成
东莞时报讯 （全媒体记者 尹
金钟 通讯员 刘明耀 夏家胜） 5
月 4 日 3 时 30 分，随着最后一方混
凝土入模，中铁大桥局莞番高速
8A 标西引桥（环莞）右 127-3#预
制梁顺利浇筑完成，标志着本项目
第二座预制梁厂——贝涌梁厂正
式建成并通过验收，投产使用，为
快速推进莞番高速建设创造了良
好开端。
由于莞番高速 8A 标工期紧、
任务重，为加快工程建设，经过东
莞市路桥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按照
准入九条的标准对中铁大桥局位
于东莞市沙田镇环保路的预制件
公司进行验收，符合预制梁生产条
件，故中铁大桥局沙田预制件公司

也承担部分莞番高速 8A 标的箱梁
预制工作。
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莞番高速
8A 标全线长 3.933 公里，预制小箱
梁共有 2462 片。本次浇筑的西引
桥（环 莞）右 幅 127- 3# 梁 ，长 度
30.507m，顶 板 宽 度 2.4m，梁 高
1.6m，
设计C50混凝土，
方量36m3。
为保证贝涌梁厂首片梁顺利
浇筑，中铁大桥局莞番高速 8A 标
项目部做了大量工作，从预制梁厂
建设开始，项目部主要领导每天都
亲临现场进行巡视指导；
工区经理、
项目技术、
机械、
安全负责人从模板
安装检查、
钢筋制作绑扎、
原材检验
检测、
机械设备调试等各个环节，
进
行了严格的把控；
从模板验收、
钢筋

项目施工中

通讯员供图

绑扎入模、内模安装到浇筑前的准
备工作，监理工程师及现场技术负
责人针对每道工序，严格执行报检
程序；浇筑过程中，现场监理、工区
经理、
安全总监、
现场技术负责人及
试验室主任全程旁站，参与每一道
工序的质量控制和数据采集，确保
首片梁的浇筑质量，同时也为后续
小箱梁施工提供指导。

奔赴千里结婚 为防疫半途折返
“不给社会添乱”
是长安镇这对年轻人和他们家人的共同想法
全媒体记者 甘劼伟

“转角不一定遇到爱情，
但可能
会遇到疫情”这句防疫“花式”喊话
相信最近大家都有听过，而长安中
心幼儿园的潘老师与未婚妻却是两
样都遇上了。他们在
“五一”
前夕驱
车前往四川结婚，半路在收到防疫
通知后毅然折返，这是两人为配合
做好防疫工作而第二次取消婚礼，
也再一次为防疫奉献青春力量。

再次取消婚事 千里掉头返程
潘老师是长安中心幼儿园的
一名美术老师，他与同在长安工作
的未婚妻相识相爱，打算回未婚妻
的老家四川办理结婚登记并举行
婚礼。4 月 20 日，两人计划启程，
却不料老家出现疫情，为了安全，
准备好的婚礼被迫延迟。
“五一”假期，两人计划再度出
发，4 月 28 日在长安镇图书馆旁的
核酸检测点做了采样后，
便于 29 日
一大早驱车赶路，奔赴心中那期待

已久的甜蜜婚礼。没想到，在途经
重庆时，
两人突然收到通知，
他们到
过的核酸检测点为阳性个案所涉重
点场所，
要求两人不要随意走动，
并
按要求做好个人健康监测。
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两人的心
情瞬间从喜悦变为失落，既复杂又
矛盾，婚礼的所有事情都已经安排
好了，如果强行回去，将会对家人
的健康和老家的防疫安全造成未
知的影响。
“再次取消婚礼，感到惋惜肯
定是有的，但在疫情之下，我们所
做的决定，首先要考虑自身和社会
的安全，特别是我作为一名教书育
人的老师，更应该有这种觉悟。”潘
老师表示，虽然那时离长安镇已有
千里之遥，但与家人和未婚妻商量
一致后，
还是决定掉头回程。

不给社会添乱是共同的想法
为了避免给别人带来麻烦，潘
老师从回程开始就尽量不下车，累
了才进服务区在车内休息，上厕所

别客户的群体需求后，
对客户和市场进
行细分，
可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智能工厂
整体解决方案。截至2021年底，
拓斯
达已累计服务客户超过15000家。
拓斯达表示，未来将坚持“让工
业制造更美好”的使命，发挥示范企
业的引领作用，持续优化服务型制
造模式，不断提高产品品质与服务
质量，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

也把口罩戴得严严实实。再回到
长安时，已经过去了 30 多个小时，
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随即
按照要求居家进行
“三天两检”。
对于潘老师和未婚妻的决定，
他们的家人都很支持，
“ 不给社会
添乱”
是他们的共同想法。
“我所订的酒店没有因为取消
婚礼而收手续费，把钱全部退回了
给我，这让我感觉到现在全社会对
防疫工作都很支持和理解。”潘老
师表示，回来后，也有不少同事和
朋友都打电话询问情况，大家都对
他们的决定表示认同和赞许。
这次旅程对于潘老师来说，
既是
曲折的也是难忘的，
两次面对婚礼与防
疫的二选一，
两人都毅然选择了后者。
潘老师说，
“虽然很曲折，但是
很有意义，这成了我和未婚妻在爱
情路上珍贵且难忘的回忆，等以后
我们结婚有小孩了，我们一定会常
常向 TA 说起这件事，让 TA 也明
白做人要顾全大局、要照顾身边人
的这个道理。”

联合执法工作小组对辖区内的网吧
开展防疫检查
万江宣供图

东莞时报讯 (全媒体记者
张 喜 林 通 讯 员 万 江 宣) “ 五
一”假期，万江一些密闭经营场
所因疏于管理，防控措施执行不
到位被处罚，希望广大责任主体
引以为戒。
5 月 1 日晚，万江街道公安
分局、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办、综
合行政执法办组成联合执法工
作小组对辖区内的 19 家网吧开
展防疫检查。经查，有 11 家网
吧未落实“测温、戴口罩、100%
扫码进场”的防疫要求，被依法
处以行政罚款、停业整顿。在现
场，执法人员对网吧负责人进行
严肃批评教育，向其详细解释疫
情防控指挥办相关公告内容，要
求其迅速完成整改，严格落实各
项防疫措施规定。
5 月 2 日凌晨，由万江街道
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办、综合行政
执法办、公安分局等组成的联合
执法队在开展联合检查行动过
程中，发现位于拔蛟窝西三横路
附近的财源网咖未按要求落实
扫码、测温有关防疫措施，违反
防疫规定，联合执法队迅速作
出清场、停业处理，并对该网吧
负责人进行严肃批评教育。
5 月 1 日-3 日期间，万江街
道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办共出动
79 人次，对街道网吧、电影院开
展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检查工
作，要求场所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安全生产，要做实做细疫
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针对
发现的问题，当即提出整改意
见，要求商户立即落实整改，确
保整改隐患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