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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清溪

坚

清溪镇举行火灾事故现场会

03

清溪镇开展反邪教进企业宣传

全面排查彻底整治消防隐患
本报讯 6 月 18 日上午袁
清溪镇召开火灾事故现场会袁
深刻吸取 野6窑17冶 火灾事故教
训袁举一反三袁全力做好全镇
消防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袁确
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遥 镇委副书记林海鹏参加现
场会遥
会上袁 清溪消防大队通报了
野6窑17冶火灾事故的情况及处置经
过遥 据悉袁火灾事故已进入善后

阶段袁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遥
会议要求袁 要严格落实监管
责任遥 各有关部门要对分管行业
进行全面检查袁督促落实消防安
全责任曰 部门之间要形成统筹袁
协同开展工作袁形成合力袁加大
整治力度袁 共同推动工作落实遥
各村渊社区冤要按照网格管理划
分袁 对本辖区所有经营单位尧重
点场所等进行一次全面的排查
摸底袁要采取强硬的措施袁坚决

消除隐患袁确保不留死角遥
建立企业微型消防站遥各企
业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袁着力
提高企业内部自查自纠自防
自救的能力袁要建设野有人员尧
有器材尧有战斗力冶的企业微
型消防站遥 要在建筑内和建筑
之间袁分区域设置消防应急战
备柜袁 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袁
并落实 24 小时的值班备勤制
度袁确保能够及时有效地处置

初期火灾遥
要加大消防宣传培训力度遥
通过进行多层次的以案说法尧
以案说防的方式袁进行警示教
育曰组织开展全覆盖的安全培
训袁要将安全培训责任落实到
车间尧 班组以及每个员工曰组
织群众到消防科普馆尧消防微
型体验点接受培训袁提升群众
消 防安 全 意识 和 自 救能 力 遥
渊李远球 杨 珊冤

清溪镇开展应急救援队伍联合集训

提升应变能力和施救能力

本 报 讯 6 月 18 日 尧19
日袁为全面检验和提升应急管
理救援体系的反应能力尧协同
能力和救援能力袁清溪镇开展
应急救援队伍联合集训遥 该集
训由清溪应急分局主办袁东莞

市登协山地应急救援队清溪
分队承办遥 在为期两天的培训
演练中袁通过理论和实操相结
合的方式袁组织应急救援队伍
系统学习水域救援的知识和
技巧袁提升应变能力和施救能

力袁为水域救援打牢基础遥
6 月 18 日下午袁记者在清
溪湖畔看到袁培训老师现场讲
解并演示如何组装尧拆卸救生
艇袁以及相关注意事项和操作
技巧遥 随后袁大家齐心协力共
同组装了一艘救生艇袁有些人
负责安装铝板袁有些人负责充
气袁各有分工尧各尽其责袁并在
组装过程中相互提醒袁分享水
域救援知识点遥 活动还设置水
域救援急救知识培训环节袁由
具备资质的队员讲解心肺复
苏术技巧及注意事项遥
东莞登协山地救援队清
溪分队负责人魏小胜表示袁分
队虽然名为野山地应急救援冶袁

但实际上提供救援服务的范
围远远不止野山地冶袁也包括水
域尧城市等范围遥 本次组织水
域救援培训演练袁旨在增强队
员应变能力和施救能力袁为水
域救援打牢基础遥
据介绍袁东莞登协山地应
急救援队清溪分队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挂牌成立袁主要由清
溪镇以及周边的户外运动爱
好者组成袁是协助政府部门进
行山地救援的一支民间公益
救援队伍遥 从筹备成立至今袁
清溪分队共为 23 人提供了救
助服务袁这些人主要是在登山
时迷路或受伤的游客遥
渊李远球 杨 珊冤

清溪持续开展野美丽乡村行冶农村交通安全系列活动

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 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本报讯 连日来袁清溪交警
大队持续深入长山头村和清溪
汽车客运站尧三中广场尧广润百
货等场所开展野美丽乡村行冶农
村交通安全系列活动遥
在长山头村袁 民警针对
野一老一小冶交通安全意识淡
薄的群体袁通过发放宣传单尧
面对面宣讲等方式袁 向他们

普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知
识遥 民警叮嘱家长一定要看
管好自己的孩子袁 时常教育
孩子不在马路边玩耍尧 嬉戏
打闹袁 并叮嘱老年人驾驶电
动车尧自行车尧摩托车接送孩
子时袁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袁
靠右行驶袁不要走机动车道袁
戴好安全头盔等遥

同时袁 民警还利用流动
宣传车播放交通事故警示片
的方式袁 向群众宣传普及交
通安全知识袁 进一步扩大宣
传教育覆盖面袁 筑牢道路交
通安全防线遥
在清溪客运站等 场所袁
宣传民警向来往群众发放交
通安全单张袁 同时结合清溪

辖区发生的交通事故案例和
重点违法行为袁 讲解违反交
通规则带来的危害遥 同时袁民
警还对出游群众普及酒驾和
电动车上牌流程袁做好野一盔
一带冶等交通安全知识袁提醒
群众出行一定要自觉遵守交
通法规袁安全文明出行遥
渊韩静怡 徐堉楠冤

姻清溪镇开展反邪教进企业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 进一步提高
辖区群众反邪教意识袁 近日袁
清溪镇组织多部门深入明门
公司开展反邪教进企业宣传
活动遥
活动中袁工作人员通过设
置咨询台尧悬挂横幅和派发宣
传资料等方式袁向企业员工普
及反邪教知识袁增强反邪教意
识遥 活动还设有法律顾问咨询
处袁由专业律师为员工提供法
律咨询服务遥

活动还设有反邪知识有
奖问答游戏环节遥 员工只要答
对一条有关反邪教尧 普法尧国
安尧扫黑除恶尧交通法规等相
关问题袁即可获得一个印有平
安小精灵 logo 的小礼品一份遥
本次活动共派发反邪教
宣传小册子 1000 本袁 小礼品
200 份袁 其他 各类 宣传 资料
2000 份袁吸引了 800 多名员工
参加遥
渊徐堉楠 韩静怡冤

清溪巡警及时
送一走失老人安全回家
本报讯 6 月 18 日下午袁
清溪公安分局巡警大队警力
巡逻至交警红绿灯路口时接
到群众求助称袁有一位老人找
不到家遥
巡警大队队员立即根据群
众指引赶到现场袁 找到走失老
人遥 经询问袁老人只记得自己家
在附近袁却说不清具体住址和家
人信息遥 巡警队员经过与老人耐
心尧细致的沟通后袁发现老人家
身上携带有钥匙和华桂园小区
门禁牌袁遂将老人家带到华桂园

小区袁 并联系上小区物业管家袁
经过逐一打电话核实询问袁最终
联系到了老人家属遥
随后袁巡警队员顺利将老
人安全送回亲人身边袁 并叮
嘱走失老人其家人院野老人年
纪大了袁 出门尽量要有人陪
同袁 且要在老人身上留下监
护人的联系方式袁 方便在遇
到特殊情况时及时联系遥 冶老
人家属对巡警的热心帮助表
达了真诚的感谢遥
渊韩静怡 徐堉楠冤

老人三轮车遇故障
清溪巡警及时相助

清溪组织开展警示宣传活动和交通安全宣传劝导活动

全力预防交通事故发生
法行为进行检查尧 劝导和制
止袁 并通过发放宣传材料尧面
对面教育等形式袁向现场群众
宣传交通安全知识袁教育引导
驾驶员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
为袁摒弃交通陋习袁做到安全
驾驶尧文明出行遥
渊韩静怡 徐堉楠冤

相关新闻
清溪镇开展创建
野零酒驾冶宣讲活动

姻清溪交警大队开展警示宣传活动和交通安全宣传劝导活动
本报讯 6 月 16 日袁 清溪
交警大队充分发挥野两站两员冶
作用袁 在辖区重点路段开展警
示宣传活动和交通安全宣传劝
导活动袁 全力预防和减少道路

交通事故的发生遥
活动中袁 宣传民警携手
野交通劝导员冶袁 对农用车载
人尧摩托车驾乘人员不戴安全
头盔尧无牌无证上路等交通违

本报讯 近日袁清溪公安分
局交警大队深入志愿者协会
开展创建野零酒驾冶宣讲活动遥
活动中袁宣传民警结合当
前交通形势和近期涉酒典型

交通事故案例袁向志愿者们深
刻剖析事故经验教训袁讲授酒
驾尧醉驾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的危害及酒后驾驶的相关处
罚规定遥 志愿者们通过签订
叶拒绝酒驾承诺书曳袁用实际行
动许下安全承诺袁自觉拒绝酒
后驾驶遥
志愿者们纷纷表示袁在接
下来开展道路劝导的同时将
大力宣传倡导 野拒绝酒驾尧文
明出行冶理念袁提醒群众要养
成良好的出行习惯袁 拒绝酒
驾袁远离事故袁确保自身安全
和道路交通安全袁共同营造道
路交通安全良好氛围遥
渊徐堉楠 韩静怡冤

清溪：
迎来电动车上牌高峰期
本报讯 6 月 16 日袁 记者从
清溪交警了解到袁 清溪镇已经迎
来电动车上牌高峰期遥
当天上午 11 点袁记者在清溪
交警大队的上牌点看到袁个别市
民已经提前一个小时前来排队
办理上牌业务遥 现场工作人员根
据群众需求袁提前开始了车辆检
查尧上牌登记等工作袁尽量缩短
群众办事时间袁提高工作效率遥
据了解袁今年 7 月 1 日起袁东
莞交警部门将对未办理登记上
牌袁 且未进行预登记的电动自行

车依法处罚曰加上当前油价上涨袁
市民骑电单车出行需求的增加袁
导致上牌数量有所增加遥 截至 6
月 14 日袁全镇登记上牌电单车达
10522 辆遥
清溪交警提醒广大市民袁符
合叶电动自行车安 全技术规范曳
并 获 得 CCC 认 证 的 电 动 自 行
车袁 可申请登记上牌袁2022 年 1
月 1 日前购置的 符合登记 条件
的电动自行车袁 须 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办理登记上牌遥
渊徐堉楠 韩静怡冤

姻清溪镇迎来电动车上牌高峰

姻铁骑队员帮老人将三轮车停靠至路边
本报讯 近日袁清溪铁骑
在巡逻至铁松一路口红绿灯
时袁发现有一辆三轮车停在马
路中间袁车上满载货物袁旁边
站着一名七旬老人神色彷徨
无措遥
铁骑队员随即上前询问袁
得知老人的三轮车在经过红
绿灯时袁突然出现故障袁车辆
卡死不能动弹袁由于当时三轮
车位置正处于马路中间袁十分

危险袁铁骑队员一边安慰老人
不要着急袁一边弯下身检查老
人车子的情况袁随即呼叫周边
警力过来支援遥 同时袁附近也
有一名群众拿出工具一同前
来帮忙老人遥
在大家齐心协力下袁三轮
车出现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遥 老
人十分开心袁对铁骑及时出现
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遥
渊韩静怡 徐堉楠冤

可以赚钱的 APP？她倒贴进去 14 万！
本报讯 6 月 15 日袁三中
派出所接事主报案称袁自己被
骗了遥 事主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晚袁被一个自称野林云峰冶的
人通过微信群添加微信好友遥
野我发现我们双方之前在同
一家互联网公司都亏了钱袁就聊
了起来袁他说有一款可以赚钱的
APP袁让我也一起玩遥 一开始我
没跟他一起袁但是在聊天的时候
他一直说可以通过这个软件袁把
之前亏的钱都赚回来袁还一直发
截图给我看遥 冶
野我心动了袁就也跟着他一
起玩袁 他给了我一个网址袁让
我进这个网址投资遥 我点进去
注册登录袁实名认证还绑了银
行卡遥 冶

野进去之后袁 他就让我下
注袁让我充值袁做各种任务袁说
完成任务就有奖励袁我就充值
了袁一共充了 147300 元遥 后面
他还让我继续充值袁并说完成
之后还有车可以让我免费开
三年袁我感觉不对劲袁就想去
网址提现袁 结果提现不了袁才
知道自己被骗了遥 冶
在这起案件中袁诈骗犯利
用 野同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亏
钱冶作为共同话题袁挑起事主
对野亏钱冶的不甘情绪袁又时不
时诱导事主加入野投资冶袁给事
主发送野盈利截图冶袁让事主信
以为真袁从而被骗袁导致事主
损失 14 万元浴
渊韩静怡 徐堉楠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