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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东莞，也许人们的脑海中会浮现布满烟
囱和钢筋水泥的工厂和街道。然而，眼前的东
莞竟然能眼见山河与绿树交辉相应、白鹭翩翩
起舞的画面。而这样的美景，从市中心向周边
驱车随处可见。

近年来，以建设“现代生态都市”为战略目
标，东莞市推进了一系列的“绿化大行动”。据统
计，全市财政投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资金高达
33.53亿元，已建成14个森林公园、14个湿地公园
和 5 个林业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高达 37.4%，
绿化水平更在全国城市中名列前茅。2015 年，历
经几年的努力，东莞跻身“国家森林城市”的行
列，更有 40项指标全面达到甚至超过国家森林城
市评价标准。

东莞市林业局总工程师徐正球告诉记者，许
多城市都是先发展经济再改善环境，“东莞打破了
这个旧思维”，把生态文明放到突出的地位。实践
证明，这样的选择带来的积极效应是无限的。

东莞利用林业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全
市的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340多个大型观光点和
700多个小景观点全部由绿道串联，而这些景点全
部免费对外开放。走在东莞的街道上，绿道穿
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已然成为一种新常态。

城市绿化不仅美化了环境，更改变了人们的
生活方式、提升了民众的品位。经历一星期繁忙
的工作，人们更愿意走出家门，来到森林公园，

以骑行、徒步的方式享受周末时光。如今，森林
公园每年的客流量高达2000万人次。

打破了之前“靠山吃山”发展经济的固有模
式，林场停止采伐后更多地被用来发展旅游业，
周边村民办起了农家乐，收入也跟着提升了。不
仅如此，优美的环境吸引了更多的企业入驻。徐
正球说：“华为把总部移到东莞的松山湖，就是最
好的案例。”

事实证明，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环境变
好了，招商引资变得更容易，就越能吸引到人才；产
业层次越高，城市竞争力也就会变得更强。现今的
东莞，不仅是“世界工厂”的代名词，更有着一张“生
态都市”的特质。钢筋水泥与绿意盎然的森林有机
融合，生态文明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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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东莞说起东莞，，大家熟悉的是它的制造业大家熟悉的是它的制造业：：智能手机出货量占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占全球2020%%，，全球每全球每1010双运动鞋就有一双产自东莞双运动鞋就有一双产自东莞，，每每55个人就拥有一件产自东莞的毛衣个人就拥有一件产自东莞的毛衣。。

可是可是，，大家相对不熟悉的是它的精神文明建设大家相对不熟悉的是它的精神文明建设、、历史文化和生态文明历史文化和生态文明。。尤其是近几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东莞的经济正实现转型东莞的经济正实现转型，，这座城市走上了不同于以往的奋进之这座城市走上了不同于以往的奋进之

路路。。为探个究竟为探个究竟，，66月中旬月中旬，，由人民日报海外版指导由人民日报海外版指导、、海外网主办的海外网主办的““20172017中国新发现中国新发现””全媒体大型采访系列活动走进第二站全媒体大型采访系列活动走进第二站——广东东莞广东东莞。。

1997 年，一个年轻的广东小伙郭东林在东莞
虎门镇开设了一家只有 20 台衣车的作坊式制衣
厂。谁也没想到，这家不起眼的小作坊短短数年
后竟成为一家分店开遍全国的知名服饰品牌企
业，拥有1万多名员工，还形成了从设计到销售的
一条完整生产链。这家企业就是以纯集团有限公
司。

坐落于珠江口东岸，广州、深圳、香港经济走廊
中段，东莞这块福地孕育了很多像以纯这样的企
业。东莞在很早前就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
——国际制造业基地。从1978年全国第一家“三来
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的诞生开始，东莞以制
造业为其龙头产业，从一个传统农业县发展成为世
界知名的制造业基地。在不到全国万分之三的土
地上，东莞创造了超过全国 1%的工业总产值。以
2016年为例，东莞地区生产总值高达6827.67亿元，

比2015年增长8.1%，高于同期全国平均的6.7%和广
东省的7.5%。相对于全国和广东省其他城市，东莞
的经济名列前茅，且常年保持高速成长。

2017 年，东莞市政府正式宣布实施“倍增计
划”。这一计划针对有发展潜力的国际市场，作为
东莞市 2021 年实现“跨越生产总值万亿元”的重要
抓手。从20年前企业全靠自力更生打下一片天地，
到现在政府扶持试点企业，在政府助力下，东莞有
望更快更好地实现经济腾飞。

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中小企业局
局长郑文志表示，为落实倍增计划，东莞市经信局
计划投入 3 亿财政资金用于企业的扶持和发展。
经信局还计划落地 22 个配套政策，如倍增计划人
才子女入学政策和骨干人才奖励政策。对于倍增

计划在今年内取得成绩的预估，郑文志说，倍增计
划实施 4个月的效果明显，所有企业增长平均达到
18%，比市里平均企业增长速度快得多。“倍增计划
的工作可以说是深入人心。”郑文志说。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正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位于东莞市优美的松山湖高新区，分
别生产后备电源和 PCB 线路板检测设备和材料。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思模表示，市
政府通过对本科、硕士和博士人才发放1.2万元至
4万元的人才补贴，解决了试点企业高端人才引进
难的问题。同时，东莞积极推动产业基金和金融
工具来满足企业的需求，解决了资金投入的难
题。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梅领亮
则指出，倍增计划提出后，政府以较快的行动速
度，多次到企业调研和开会，协助企业解决成本
和土地制约的问题。

经济快速发展的东莞，在精神文明创建方面
同样下足了功夫，全城更掀起了一股“补短板、
促提升”的“创文”热潮。

东莞市由4个街道、28个镇组成，由于特殊的
市镇两级建制，此前市区与镇村的文明程度存在
一定差距。为带动全市打好文明创建攻坚战，当
地政府选定茶山、横沥、麻涌3个镇作为示范镇进
行重点打造。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3个示范镇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横沥和茶山镇，美
丽的广场和公园、风格统一的广告牌、整洁的农
贸市场、焕然一新的别样小镇令人幸福感油然而
生。

各个镇在文明创建工作中各出奇招，争相出
谋划策，并根据自身不同的情况，制订出独具特
色的方案。横沥镇的城镇面貌整治工作已取得阶
段性成果，除了拆除违章建筑、规范街道商铺之
外，当地根治城市“牛皮癣”的成功案例更吸引
其他城市前来取经。“创文”期间，横沥发动群众
清理“牛皮癣”多达 13万多处，清理户外违章广

告共7878块，拆除面积达36909平方米。镇宣传部
门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不仅依法处罚张贴“牛皮
癣”当事人，更深入源头整治印刷“牛皮癣”的
厂子，与此同时，在街道设置信息公告栏，让合
法合规的小广告有了去处，真正达到标本兼治的
效果。此外，当地政府还创办了微信公众号，发
挥新媒体的优势，动员全民举报违法、违章现
象。横沥镇宣传委员王永权骄傲地说：“如今这些
广告贩子不敢再乱贴，看到干净的墙面，也会觉
得不好意思。”

茶山镇注重丰富文明创建的精神内涵，在全
镇各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火车站均设立了公益
广告宣传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当地文化
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以文明观念育人，同时提升
了民众的文化品位。在东莞火车站，一张茶山旅
游地图宣传牌引人驻足。精致的手绘图案，清新
亮丽的颜色，使别具一格的小镇风光尽在眼前。

镇容“改头换面”，村子也快步紧跟。超朗村
将旧农贸市场改造成“一室多用”的社区综合服
务中心，为民众提供休闲、娱乐和学习的空间。
当地还定期举办道德讲堂、非遗课堂、文艺演出
等活动以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南社村则用心挖
掘当地民间技艺、祠堂风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力发展旅游及文化产业，且已成功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来到茶山镇这两个示范村，家乡变
美的喜悦感都显现在村民的脸上，村民都对记者
说：“环境变好了，老百姓生活也更幸福了。”

镇容村貌的“华丽转身”一举多得。王永权
说，“创文”带来的不仅是城镇面貌的改变，更为
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越来越多的企业
看重当地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纷纷表示愿意前
来投资设厂、扎根落户，乃至落地生根。

“文明创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王永权
说，接下来，不仅要将文明创建制度化，还要真
正让全民参与其中，树立文明意识、提高自身素
养，让魅力小镇的“创文”热潮永不退烧。

东莞市虎门镇不仅仅是知名的中国女装制造
名镇，更有着沉甸甸的历史积淀。1839 年 6 月 3
日至 25 日，东莞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事
件，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随之发生。

虎门销烟与鸦片战争是东莞 1200 多年历史
中最深的印记，国际社会也将东莞这段历史纳
入 史 册 。 1928 年 ， 国 际 联 盟 在 国 际 禁 烟 会 议
上，把虎门销烟开始之日 6 月 3 日定为“国际禁
烟日”；1987 年联合国又将虎门销烟结束的次日
6 月 26 日定为“国际禁毒日”。

东莞的历史文化注定不平凡。为了进一步加
强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东莞市于 2015 年起启

动了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申请已于
2016年6月底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正式呈报国务院。

东莞市规划院高级规划师谭歆瀚表示，东莞市
委市政府将东莞古城的保护提升到一个战略的高
度，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东莞
市的历史文化，并做到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的
平衡。谭歆瀚指出，市政府已将东莞“山、水、城”的
特色塑造纳入到城市品质三年提升计划当中，在城
市建设中全面推进东莞历史文脉的传承，并依法保
证古城保护规划的贯彻实施。

记者走访了岭南文明重要起源地及发展地——
可园及民国时期大规模建设的骑楼街——中兴路-
大西路历史文化街区，对它们的保存完好留下深刻
印象。

中兴路-大西路街区是莞城内规模最大、保存
最完整的一条古街区，保留了清末民初东莞古城的
风貌。1930-1934年间，骑楼从东南亚、广州等地引
入东莞，是典型的东西合璧的建筑，从它身上可以
看到民国时期中西商贸和文化交流的繁盛景象。
如今古文化街上的居民开着一个个店铺，做起了小
生意，延续着古城的风韵。在东莞市委市政府的保
护下，东莞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将创下又一个奇迹。

古城印记，悉心保护

生态文明，拥抱森林

图为风景优美的松山湖高新区。图为风景优美的松山湖高新区。

中国近代史开篇地——东莞虎门

同沙生态公园春色同沙生态公园春色 曹永富曹永富摄摄

66月月 1313日到日到 66月月 1616日日，，在为期三天的在为期三天的““20172017中国新中国新
发现发现””大型采访活动中大型采访活动中，，海外网的编辑们扛起摄像机海外网的编辑们扛起摄像机、、
拿起话筒拿起话筒，，用文字用文字、、图片图片、、视频等全媒体方式视频等全媒体方式，，向全世向全世
界多维度展示了腾飞中的广东省东莞市界多维度展示了腾飞中的广东省东莞市。。通过此次采通过此次采
访访，，大家更对这方土地有了全新的认识大家更对这方土地有了全新的认识，，真切地感受真切地感受
到到，，东莞小城东莞小城，，今非昔比今非昔比。。

对于这座城市对于这座城市，，网友们又有什么看法呢网友们又有什么看法呢？？
对于当下东莞的市容市貌对于当下东莞的市容市貌，，知乎网一位网友给予了知乎网一位网友给予了

高度的赞扬高度的赞扬。。他说他说：：东莞这座城的绿化程度是市民认可东莞这座城的绿化程度是市民认可
的的。。很多地方都会有林荫大道很多地方都会有林荫大道。。早晨驾车穿过这些街早晨驾车穿过这些街

道道，，当阳光透过叶的间隙摊到车窗当阳光透过叶的间隙摊到车窗，，你会不由自主地放你会不由自主地放
慢车速慢车速，，来享受这短暂的绿荫时光来享受这短暂的绿荫时光。。

有网友质疑东莞制造名城的地位有网友质疑东莞制造名城的地位，，网友网友““一步莲一步莲
华华””如是回答如是回答：：虽然谈改革言必称深圳虽然谈改革言必称深圳，，但改革先锋之但改革先锋之
中势必少不了东莞中势必少不了东莞。。东莞是一座怎样的城市东莞是一座怎样的城市？？未来发展未来发展
怎样怎样？？飞奔依旧飞奔依旧。。

东莞是一座宜居的城市吗东莞是一座宜居的城市吗？？网友网友““特立独行的馒头特立独行的馒头
酱酱””有话说有话说：：说到东莞的好吃的我好激动好激动说到东莞的好吃的我好激动好激动。。什么什么
都不用多说了都不用多说了。。我来了东莞之后有健身还是胖了我来了东莞之后有健身还是胖了 1515
斤斤。。太多好吃的了太多好吃的了，，你懂吗你懂吗？？你懂得一发工资就只想着你懂得一发工资就只想着

贡献给东莞本地人的那种冲动么贡献给东莞本地人的那种冲动么？？下面镇区其实也很下面镇区其实也很
美美。。可以去郊游可以去郊游，，吃当地美食吃当地美食。。反正很喜欢这座城市反正很喜欢这座城市。。
我爱大东莞啊么么哒我爱大东莞啊么么哒。。

同样的问题同样的问题，，网友网友““罗沛强罗沛强””的回复就显得的回复就显得““稳重稳重””多多
了了：：本土东莞户籍人口才本土东莞户籍人口才 170170多万多万，，而外来务工者有接近而外来务工者有接近
10001000 万万。。这个城市要是没有它的吸引力没有它的包容这个城市要是没有它的吸引力没有它的包容
度度，，就不会有这么多打工者就不会有这么多打工者、、创业者了创业者了。。这里是一个本土这里是一个本土
的人不愿离开的人不愿离开，，来了的外乡人不想走的地方来了的外乡人不想走的地方。。

除了除了““世界工厂世界工厂””的名头响亮的名头响亮，，东莞还是全国最知东莞还是全国最知
名的名的““篮球城市篮球城市”。”。何以见得何以见得？？网友网友““妙面爸妙面爸””说说：：东东

莞是全国篮球城市莞是全国篮球城市，，不在于它曾经作为一个地级市拥有不在于它曾经作为一个地级市拥有
两支两支CBACBA篮球队篮球队，，也不在于其中一支也不在于其中一支1212年间竟获得年间竟获得88次次
CBACBA全国总冠军全国总冠军。。因为球队有钱可以建因为球队有钱可以建，，想得总冠军也想得总冠军也
可以用钱买好球员可以用钱买好球员。。真正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它有着深厚的篮球是它有着深厚的篮球
群众文化基础群众文化基础。。全市每个村和区委会几乎都有自己的球全市每个村和区委会几乎都有自己的球
队和教练队和教练，，每逢重大节日就打联赛庆祝每逢重大节日就打联赛庆祝。。有的村有的村，，竟然竟然
还请国外的职业外援参加还请国外的职业外援参加。。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座城，，也许是为了城里那道动人的风景也许是为了城里那道动人的风景，，也也
许是为了记忆中的一段故事许是为了记忆中的一段故事，，也许是为了那股鲜活的气也许是为了那股鲜活的气
息息。。这里这里，，是你所不知道的东莞是你所不知道的东莞！！

世界工厂世界工厂 华丽嬗变华丽嬗变
海外网海外网 崔玉玉崔玉玉

图为东莞横沥镇友善公园。 李 萌摄

产业重地，经济腾飞

文明建设，没有终点文明建设，没有终点

扫描二扫描二
维码维码，，获取获取
更多相关资更多相关资
讯讯。。

桥头莲湖 邹锦考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