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政闻

阴编辑 /黄广 文

2022 年 6 月 17 日 星 期五
阴责编 /何 秀蓉 阴视 觉/叶 锦叶

清溪召开人大主席团会议

清溪镇举办文物保护法律知识专题知识讲座

展现新作为 干出新气象

助力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本报讯 6 月 14 日上午袁
清溪镇召开人大主席团会议袁
讨论 2022 年上半年代表意见建
议袁对代表活动月尧代表述职尧
代表联络站建设等工作进行部
署遥 清溪镇人大主席王笑媚尧镇
人大副主席陈学聪等人大主席
团成员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人大主席团成员对
2022 年上半年代表意见建议尧
开 展 野 更 好 发挥 人 大代 表作
用 冶 主题 活 动有 关 事项 以 及
2022 年 清溪 镇人 大代 表 述职
工作有关事项进行讨论袁提出
相关意见和建议袁并一致通过
有关工作方案遥
会议指出袁经过收集整理袁
清溪镇今年上半年代表意见建

议共有 43 条袁涉及公共设施和
道路设施建设尧环境卫生治理尧
社会治安管理等方面袁 下来镇
人大将把代表意见建议移交相
关职能部门袁 督促做好办理代
表建议的各项工作遥
会议对开展 野更好发挥人
大代表作用冶 主题活动及 2022
年清溪镇人大代表述职工作等
有关事宜进行了部署遥 根据省尧
市人大有关工作部署要求袁在
总结过去四年主题活动经验做
法的基础上袁 清溪镇人大制定
了 叶清溪镇关于围绕深入推进
爱国卫生工作开展 2022 年 野更
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冶 主题活
动的实施方案曳袁 决定于今年 7
月组织本镇市尧 镇两级人大代

表袁 围绕深入推进爱国卫生工
作袁开展以野我为民尧我履职尧我
行动冶为口号的野更好发挥人大
代表作用冶主题活动袁包括开展
专题视察尧开展河湖保洁行动尧
约见机关单位负责人尧开展野双
联冶活动等遥 此外袁今年镇人大
将选取中心片区清厦村尧 东部
片区铁场村尧 南部片区渔樑围
村尧 西部片区罗马村的镇人大
代表开展述职工作袁 促进代表
更好地依法履行职责遥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省第十
三次党代会精神袁对用好人大
代 表 中心 联 络站 和 各村 人 大
代表联络站工作进行部署遥 会
议指出袁按照市人大有关工作
要求袁清溪镇将着力建设好代

表联络站的硬件袁对联络站的
工 作机 制尧 管理尧 工作 效果 等
软件提出更高的要求袁并拟建
两个卓有成效的村代表联络站
示范点袁进一步推进人大代表
联 络站 标准化 尧规 范化 尧常 态
化建设遥
下来袁 清溪镇人大将把贯
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与人大工作结合起来袁 对标对
表袁扎实做好人大监督尧代表活
动尧代表述职尧代表联络站建设
等各项工作袁 深入践行和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袁 充分发挥人
大职能作用袁不断展现新作为袁
干出新气象袁 助推清溪实现高
质量发展遥
渊傅 娴 黄广文冤

清溪城管系统开展墙绘公益活动

为清溪美丽圩镇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添彩
本报讯 近日袁 清溪城管
系统 联 合东 莞 市木 舟 文化 传
播有 限 公司 开 展墙 绘 公益 活
动袁为 石田 路尧 北环 路等路 段
附近 墙 体绘 上 清溪 生 态人 文
风景图画袁为当前全镇正如火
如荼 开 展的 美 丽圩 镇 建设 和
农村 人 居环 境 整治 工 作增 添
了一笔靓丽野色彩冶遥
6 月 13 日下午袁 清溪城管
系统女子执法队联合东莞市木
舟文 化 传播 有 限公 司 工作 人
员袁沿着石田路尧北环路等路段
对道路两旁空白墙体进行 野化
妆上色冶遥 原来普通单调的白色
墙面袁 在这群心灵手巧的工作
人员的精心打扮下袁 成为了一
道野吸睛冶的风景线遥
记者在现场看到袁 此次墙
绘的图画袁 以清溪绿色生态和
客家文化为主题袁构图新颖袁墙
体绘有黄茅田瀑布尧 契爷石水
库尧清溪银瓶山森林公园尧禾雀
花等美丽景色袁 让市民在闲暇
时间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清溪

围内的建设报批事宜等方面
进行授课遥期间袁曹勇还与学
员现场互动交流袁 解答学员
疑问遥学员们纷纷表示袁培训
班干货满满袁 对文物保护工
作有了更深的认识遥
据了解袁培训班进一步提
升了清溪镇文物工作者的文
物保护意识和业务素养袁有助
于依法依规尧切实做好文物保
护与利用工作袁促进清溪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遥
渊夏任远 何秀蓉冤

清溪开展庆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交流活动

增进交流 厚植港胞家国情怀
本 报讯 为庆祝 香港
回归祖国 25 周年袁 共话同
乡情谊袁共谋家乡发展袁6 月
15 日袁清溪内地港人联谊会
组织开展庆香 港回归祖国
25 周 年 公益 队 座谈 交 流活
动袁10 余名港籍同胞欢聚一
堂袁对两地美好未来进行交
流和憧憬遥
会上袁大家围绕野我眼中
的香港袁 我记忆里的故乡冶畅
谈香港回归二十五年来袁香港
和内地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袁诉说同根同源的中华情遥
清溪内地港人联谊会一
行还来到浮岗村新围旧村乡
村振兴画廊进行参观遥 旧村
祠堂外墙上播种尧插秧尧丰收

等一幅幅充满浓浓乡土情怀
的壁画以及旧村巷道平坦整
洁的环境袁 令参观人员赞不
绝口袁 大家不时拿出手机拍
照记录遥参观过程中袁浮岗村
相关工作人员还向大家详细
介绍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情况遥 野鱼塘尧碉楼尧古训
噎噎这些彩绘特别漂亮袁 走
在这些旧巷道袁非常有味道袁
感觉回到了儿时遥冶参观人员
魏生说道遥
清溪内地港人联谊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袁 开展本次活
动主要是让大家进一步增进
感情袁 增强港籍同胞的爱国
爱乡情怀遥
渊杨珊 李远球冤

清溪城管系统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安全度汛

强排查严防范 筑牢汛期“安全墙”

绿色生态人文底色袁 加深市民
朋友对美丽圩镇建设和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知晓度遥
野经常看到环卫工人深入
村里的背街小巷开展卫生整治
工作袁与以往有些不同袁感觉这

次工作的力度比以往的都大遥 冶
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袁 公司
通过了解才知道袁 原来全镇正
进行着美丽圩镇建设和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袁野希望自己和
公司一起袁 也能为清溪镇的美

丽圩镇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献一份力袁添一份耶彩爷袁
让更多的人了解清溪生态文化
底蕴袁 支持美丽圩镇建设和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遥 冶
渊夏任远 何秀蓉冤

清溪镇开展在建工程安全生产月野我为安全宣誓冶暨野安全生产大家谈冶活动

宣誓学习座谈 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 6 月 14 日袁 清溪
镇开展在建工程 2022 年安全
生产月野我为安全宣誓冶暨野安
全生产大家谈冶 活动遥 全镇 27
个在建项目企业负责人来到大
湾区窑深投控清溪科技生态城
青湖湾科创中心项目现场袁为
安全宣誓袁学管理知识袁谈安全
生产袁筑牢安全生产防线遥
根据市住建局 叶2022 年东
莞市住建领域野安全生产月冶和
野安全宣传莞邑行冶 活动方案曳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
全镇文物工作者的业务工作
水平袁6 月 15 日袁清溪镇举办
文物保护法律知识专题知识
讲座遥全镇各村渊社区冤宣传委
员及文化管理员参加培训遥
当天下午袁 广东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古建筑中心主任
曹勇以 野法案指导下的文物
保护工程冶为主题袁通过鲜活
案例袁 从文物保护工程的基
本概况尧定义及分类尧勘察设
计尧 竣工验收和文物保护范

等文件部署袁此次活动围绕野遵
守安全生产法袁 当好第一责任
人冶活动主题袁分为强化安全生
产思想认识袁我为安全宣誓曰以
事故为借鉴袁 强化建筑施工安
全管理曰安全生产大家谈袁把好
安全生产关等三个部分进行遥
当天上午袁 活动在铿锵有力
的宣誓声中拉开帷幕遥 在镇住建
部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袁 各企业
负责人观看了模板坍塌尧 触电伤
人尧高处坠落尧建筑起重机械事故

等系列安全生产警示片遥 大家纷
纷表示袁安全生产不容小觑袁将吸
取事故教训袁举一反三袁进一步完
善和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袁遏
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遥
随后袁 活动进入座谈交流
环节遥 工作人员解读了叶房屋市
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
判定标准曳 及市住建局建筑施
工安全十三条硬措施等文件精
神袁 并就施工企业在安全生产
管理中遇到的难点尧 痛点进行

了答疑解惑遥 各企业负责人现
场 交流 学 习建 筑 施工 安 全知
识袁助力实现企业标准化尧规范
化尧绿色化管理遥
镇住建部门负责人表示袁
下来将继续结合实际袁 按照有
关文件部署袁 开展一系列安全
生产月大检查活动袁 督促在建
项目严格落实施工安全各项工
作袁做好安全隐患自查自纠袁建
立隐患台账袁落实闭环整改袁确
保施工安全遥 渊傅 娴 黄广文冤

清溪镇开展 65 岁及以上老人免费体检工作

本报讯 汛期来临袁雨水
频繁遥 为做好防洪防汛工作袁
保障汛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袁连日来袁清溪城管系统
闻野汛冶而动袁切实做好辖区三
防期间城管领域风险隐患点
再排查再整治工作袁深度排查
汛期各类安全隐患袁筑牢汛期
野安全墙冶袁全力保障辖区群众
安全度汛遥
连日来袁 清溪城管系统
执法人员全面排查全镇道路
的绿化树木袁 做好树木修剪
和加固工作曰开展镇属公园尧
广场和城区道路尧 路灯尧桥
梁尧 井盖等市政设施的巡查
工作袁 重点检查低洼地段路
灯设施漏电保护情况袁 督促
路灯养护公司落实好汛前路
灯用电设施安全巡检工作曰
对辖区内涝点尧 易涝点进行
重点排查袁 加强重点路段雨
水口保洁力度袁 及时清理排
水管周边垃圾尧 落叶及其他
杂物袁确保排水通畅遥
期间袁执法人员还对户外
广告牌及室外悬挂设施进行
野拉网式冶排查袁督促广告设置

单位对锈蚀松动尧强度偏低户
外广告招牌进行加固或拆除袁
严防安全事故发生曰开展清溪
燃料公司储备站及燃气管道
隐患排查工作袁要求企业和下
属燃气供应站落实做好汛前
三防工作袁 对瓶装燃气供应
站尧燃气调压站和储配站进行
定期安全检查袁督促供应站和
储配站负责人做好周边排水
安全袁 及时消除汛期安全隐
患曰巡查罗马垃圾填埋场以及
中铁砂石场袁落实好汛期三防
工作曰 巡查辖区内在建工地袁
要求当事人和建设方落实做
好汛前三防工作袁注意周边排
水安全袁要求做到如有突发情
况袁及时上报遥
在汛前灾害隐患排查的
基础上袁清溪城管系统精密实
施 24 小时值班值守工作袁加
大巡查力度和频次袁密切关注
雨情袁做好监测记录袁提前做
好预防工作袁消除安全隐患袁确
保汛期城市公共设施安全运
行袁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遥
渊夏任远 何秀蓉冤

清溪镇开展小学生科学实验操作与能力探究测评

全力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增强动手实践能力
推进小学科学实验教育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老
年人生活质量袁关心尧爱护老年
人的身体健康袁 落实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惠民利民政策袁
清溪镇全面开展 2022 年 65 岁
及以上老人免费体检工作遥
野平时身体有哪些不舒服袁
关节会痛吗袁有高血压吗袁血糖
高不高钥 冶6 月 14 日袁清溪首站
老年人免费体检工作在三中村
老人活动中心开展袁 工作人员
为老年人登记信息袁 引导他们
排队做体检遥 医务人员认真地
为前来体检的老人进行体格检
查尧双侧血压尧抽血尧尿常规尧心
电图尧B 超等多个项目检查遥 老
人还可以免费享受肺功能检测尧
眼底检查尧骨科及骨密度检查等
增值服务遥活动现场设有中医辨

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落
实野双减冶工作相关精神袁构建
五育并举教育体系袁促进科学
课程全面实施袁进一步加强小
学科学实验教学袁加强学生动
手实践能力的培养袁清溪镇近
期对镇内 16 所小学三年级学
生开展了科学实验操作与能
力探究测评遥
期间袁各小学根据市镇的
方案袁制定了测评方案遥据悉袁
测评中设置了备考室与主考
室袁学生先在备考室通过抽签
的方式抽取实验题目袁在考务
人员的组织下有序进入主考
室袁并进行实验操作遥 清溪镇
教育管理中心组织巡考员到
各校进行巡考袁对巡考中发现

识保健咨询袁医务人员通过老人
提供的信息袁野望闻问切冶袁 为其
进行体质辨识袁根据老人的体质
情况对其起居饮食尧穴位保健等
方面进行保健指导袁并向老年人
讲解养生保健知识和饮食注意

事项遥
在体检工作完成后袁 工作
人员将尽快对体检结果进行分
析评估袁 并联系老人来社卫站
点现场解释体检结果袁 争取做
到疾病野早发现尧早诊断尧早治

疗冶袁为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和生活质量打下坚实基础遥
据悉袁 老年人体检是国家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一袁 只要
是常住清溪镇袁年满 65 岁的老年
人袁无论户籍均可参加遥 据统计袁
截至目前袁 全镇报名参与本次免
费体检活动的老人共有 5479 人遥
野我们会深入各村开展老年
人免费体检活动袁同时袁报名有
50 人以上的小区袁我们也会进小
区提供专场体检活动遥 老人免费
体检时间为 6 月 14 日至 8 月 9
日袁如果体检活动结束后袁仍有
老人家想参与体检的也可以继
续报名袁我们会根据报名人数增
加补检场次遥 冶社卫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道遥
渊杨 珊 李远球冤

的问题及时整改遥
考核过程中袁各校学生均
能准确描述实验器材名称袁实
验操作基本熟练尧规范袁能口
述出实验现象与实验结论遥监
考人员细致观察学生操作袁认
真倾听学生口述袁以学生操作
的规范与熟练程度等多维度
进行综合评分遥
本次科学实验操作测评
活动袁 激发了学生爱科学尧学
科学尧用科学的兴趣袁培养了
学生动口尧动手尧动脑的能力遥
接下来袁清溪镇将继续加大科
学教育的力度袁增强学生实验
操作能力袁进一步提高学生的
科学素养遥
渊夏任远 何秀蓉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