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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镇第四届足协杯足球赛收官

裕华螺丝队登顶冠军宝座
本报讯 7 月 25 日晚袁野保
利堂悦冶2022 年清溪镇第四届
足协杯足球赛在清溪星空足球
场落下帷幕遥 这是清溪镇各支
足球队伍展示团结友爱尧 积极
健康尧 拼搏向上的一次体育盛
会袁 更是清溪市民享受体育运
动袁释放青春活力的大舞台遥 清
溪镇委委员钱暖枝到场观看比
赛袁并为获奖队伍颁奖遥
在此次比赛中袁 裕华螺丝
足球队以 7:2 大比分战胜一科
新能源足球队袁 夺得本次比赛
冠军袁其队员谭耀奕凭借 16 球
野进账冶荣膺野最佳射手冶称号遥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袁
裕华螺丝足球队和一科新能源
足球队展开了激烈的冠军争夺
战遥 矫健的跑位尧潇洒的传球尧
流畅的配合袁 队员们充分展现
了更高尧 更快尧 更强的体育精
神袁 为清溪镇足球运动普及和
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遥
上半场第 7 分钟袁 一科队员
持球推进到对方半场袁 通过一个

直塞球造成了裕华防守球员的解
围失误袁顺势一脚爆射袁野洞穿冶裕
华队球门袁 拿下本次比赛首个进
球遥 比分的落后袁并没有打乱裕华
的进攻节奏袁他们积极拼抢袁寻求
机会袁主动进攻袁在比赛第 18 分
钟将比分扳平遥 随后袁裕华队气势
大涨袁丝毫不给对手反击机会袁中
场控球敏锐应变袁 后场防守固若
金汤袁门将奋不顾身扑球袁10 分钟
内连续射入 3 球袁以 5:1 的比分顺

利把握住比赛节奏遥
进入下半场袁 一科队不甘
示弱袁稳扎稳打袁可惜缺乏射门
准星袁未能把机会转化为进球遥
裕华队则利用精准长传撕开对
手防线袁再次破门得分遥 全场比
赛结束袁比分定格在 7:2遥 裕华
螺 丝 足球 队 夺得 本 次比 赛 冠
军袁 其队员谭耀奕凭借 16 球
野进账冶荣膺野最佳射手冶称号遥
据了解袁 此次比赛由清溪

镇体育管理服务中心尧 清溪足
球协会指导举办袁共有 10 支足
球队伍报名参加袁 旨在调动市
民关注和参与体育的热情袁引
导市民积极投身到全民健身的
行动中来袁营造人人健身尧天天
健身尧科学健身的社会氛围袁助
力清溪体育事业发展壮大袁为
打造野产业大镇尧文化大镇尧生
态大镇冶赋予新内涵遥
渊傅 娴 黄广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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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似火的夏天 一起去看清溪篮球邀请赛
本报讯 超燃夏日袁 引爆
篮球魅力浴 近期袁恰逢东莞市篮
球联赛举办 20 周年袁2022 东莞
篮球城市文化节强势来袭袁众
多精彩节目也让广大群众感受
到东莞这座野篮球城市冶的无限
魅力遥 为丰富市民文化活动袁7
月 21 日晚袁2022 年野保利窑堂悦
杯冶 清溪镇篮球邀请赛在清溪
文 化 广场 篮 球场 正 式拉 开 序
幕遥 清溪镇委委员钱暖枝参加
开幕式并为首场比赛开球遥
当晚的首场比赛以友谊表
演赛的方式进行遥 比赛双方分
别 为 清溪 镇 队和 清 溪消 防 大

队遥 比赛一开始袁消防大队迅速
占据场上主动袁内外线开花袁很
快将分差拉大袁以 25院13 的比分
结束第一节比赛遥 第二节袁消防
大队牢牢控制比赛节奏袁 稳扎
稳打袁以 39院28 的领先优势结束
上半场比赛遥
易地再战遥 经过中场休息
的清溪镇队调整部署袁 在第三
节一开始打出了一波 11院2 的
小高潮袁将分差拉近袁并在第三
节结束时将比分追至 50院50遥 第
四节袁 回到同一起跑线上的两
支队伍互不相让袁 场上比分交
替上升袁 比赛一时陷入胶着袁

64院64袁72院70袁72院72袁 在比赛还
剩 54 秒结束的时候袁双方比分
再次战平遥 在随后的一分钟时
间内袁 双方均没有扩大比分优
势袁最终以 72院72 的比分结束了
此次友谊表演赛遥
受疫情影响袁 当天的比赛
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相
应的要求遥 记者在现场看到袁当
晚参加比赛的所有队员尧 工作
人员和观看比赛的观众都按照
要求进行体温检测尧佩戴口罩尧
出示野粤康码冶后才进入比赛场
地遥 同时袁场地四周设置了围栏
等硬质隔离袁 并严格控制活动

现场比赛人员和观众人数遥 比
赛期间袁 现场的疫情防控工作
有条不紊袁秩序井然遥
据悉袁2022 年 野保利窑堂悦
杯冶清溪镇篮球邀请赛由清溪镇
体育管理服务中心主办尧 保利窑
堂悦总冠名袁 共有 16 支机关单
位代表队和企业代表队参加遥 根
据比赛赛程袁7 月 21 日至 8 月 8
日袁每晚都将在清溪文化广场篮
球场举行 2 场比赛遥 广大球迷朋
友可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前往现场观看比赛袁为自己喜欢
的球队加油打 Call遥
渊夏任远 何秀蓉冤

持续掀起学习贯彻省党代会精神热潮
清溪：
本报讯 连日来袁 清溪镇
持续开展 野莞邑百姓冶 宣讲活
动袁 着力推动理论宣讲向基层
拓展延伸袁 在全镇上下掀起学
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的热潮袁 让省党代会精神深入
人心尧家喻户晓遥
7 月 20 日袁清溪镇野莞邑百
姓冶宣讲活动走进镇网格管理中
心遥 野莞邑百姓冶宣讲团成员莫志
宁以 叶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曳
为主题袁讲解了省党代会的基本
概况尧 精神实质和具体要求袁以
及未来五年的指导思想尧奋斗目
标和主要任务等内容遥 同时袁他
结合自身工作和学习体会袁引导
与会人员准确把握省党代会精

神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遥
野本次宣讲条理清晰尧重点
突出袁令人深受鼓舞袁对我们学
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遥 冶镇
网格管理中心负责人表示袁希
望中心全体人员继续深入学习
和领会省党代会精神袁 并做到
学以致用尧用以促学袁以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尧 风雨无阻的精
神状态袁深入推进全镇野智网工
程冶建设袁让社会治理效能得到
新提升袁 为清溪高质量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遥
7 月 21 日袁 在青皇村袁野莞
邑百姓冶 宣讲团成员贾春玲带
来了一场接地气的省党代会精

神宣讲会遥她以叶喜迎二十大 创
造新辉煌曳为题袁着力介绍了省
第 十三 次 党代 会 核心 精 神要
义袁从过去五年的成就尧未来五
年的部署尧 若干重大判断等方
面袁 深刻解读了省党代会的主
题主线尧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袁
希望与会的党员群众进一步增
强学习省党代会精神的政治自
觉尧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袁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党代会
精神上来袁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遥
宣讲会最后袁 现场的党员
干 部还 面 对党 旗 重温 入 党誓
词袁进一步激发野听党话尧感党
恩尧跟党走冶的热情遥 一名村干

部表示袁 将学深悟透省党代会
精神实质袁 把学习成效体现在
做好本职工作尧 推动农村发展
上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袁不
断增强广大村民的获得感尧幸
福感尧安全感遥
接下来袁清溪镇将持续深入
开展野莞邑百姓冶宣讲活动袁充分
利用各类功能空间及平台袁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袁推动省第十
三次党代会精神宣讲进企业尧进
学校尧进机关尧进农村尧进社区尧
进网络袁在春风化雨尧润物无声
中推动省党代会精神深入基层尧
入脑入心袁全力凝聚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思想共识遥
渊何秀蓉 夏任远冤

优享文化年系列活动之清溪黄家班麒麟文化培训班开班

体验麒麟文化
妇女学员“零距离”
本报讯 7 月 23 日袁清溪
黄 家 班麒 麟 文化 培 训中 心 共
享 文 化空 间 开办 手 工彩 绘 麒
麟体验班袁拉近群众与麒麟文
化的距离遥
当天的活动吸引了 30 余
名妇女群众参与遥 课堂上袁清溪
麒麟舞代表性传承人黄谨行为
学 员 们讲 解 了麒 麟 的来 源 故
事袁 介绍了清溪麒麟制作的基
本手法尧 颜色搭配尧 构造步骤
等袁 教导学员彩绘麒麟头的基
本要素遥 学员们聚精会神地听
讲袁跟随着老师的彩绘思路袁用
红尧黄尧蓝尧绿等多彩颜料袁为麒
麟头上色绘图袁 点缀出自己心
中威武祥瑞的麒麟形象遥 课堂
上充满了欢声笑语尧气氛热烈袁
妇女们对清溪的麒麟文化有了

更深的了解和认识遥
手 工 彩绘 麒 麟 体 验课 学
员表示院野我们非常开心袁之前
都是跳跳广场舞尧 逛逛街袁而
参 加这 个 麒麟 文 化培 训 活动
收获良多袁不仅学习到了很多

关于麒麟绘画知识尧麒麟舞的
一些基本动作袁还丰富了大家
的业余文化生活袁希望以后可
以多举办这样的文化活动遥 冶
接下来袁 清溪黄家班麒麟
文化培训中心共享文化空间还

将继续举办中青年尧 少年麒麟
文化培训班袁 普及麒麟传统文
化基础知识和传授麒麟舞基本
技艺袁 进一步发扬和传承好清
溪的传统麒麟文化遥
据了解袁 本次活动为
野2022 年 东莞优 享文 化年 冶暨
第二 届野 品质文 化冶 创投 大赛
的一项系列活动袁主要为高层
次人才尧产业工人尧青少年尧城
市 长者 等 四类 群 体提 供 文化
服务遥 清溪黄家班麒麟文化培
训 中心 共 享文 化 空间 作 为清
溪 入 选 的 10 个 服 务 主 体 之
一袁 除了彩绘麒麟体验课外袁
还将会陆续开展麒麟彩扎尧传
统武 术尧 客家锣 鼓尧 麒麟 舞等
体验课程遥
渊黄广文 傅 娴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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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清溪支行
工会爱心驿站正式揭牌
本报讯 7 月 22 日袁东
莞市 野工会爱心驿站窑劳动者
港湾冶 揭牌仪式正式启动袁清
溪镇在建设银行清溪支行设
立分会场遥 清溪镇人大副主
席尧总工会主席陈学聪袁镇总
工会以及建设银行清溪支行
有关人员参加了揭牌仪式遥
在东莞市总工会的指导
下袁建设银行清溪支行在不断
发展自身业务尧提高金融服务
水平的同时袁精心打造具有特
色化尧 差异化的工会爱心驿
站袁驿站内设桌椅尧饮水机尧手

机充电设备尧医疗箱等免费服
务袁以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的实
际成效袁向执勤民警尧环卫工人
等户外劳动者奉献一份爱心遥
陈学聪对建设银行清溪
支行工会爱心驿站的建设和
管理工作表示肯定袁并希望该
支行继续做好野工会爱心驿站冶
的服务保障袁提升科学管理水
平袁确保建起来尧管起来尧用起
来尧活起来袁真正让这项暖心工
程尧文明工程尧民生工程成为服
务职工群众的新阵地遥
渊李远球 杨 珊冤

清溪镇本地重型营运货车
右侧盲区雷达安装率达到 100%
本报讯 7 月 21 日袁记
者从清溪交通运输分局了解
到袁 目前清溪本地道路运输
企业的重型营运货车右侧盲
区雷达的安装率达到 100%袁
下一步袁 清溪交通运输分局
将加大自用货车安装的推广
力度袁 进一步消除道路交通
安全隐患遥
当天下午 3 时袁 清溪交通
运输分局组织人员走进辖区的
陈国土石方工程公司袁 再次检
查企业货车右侧盲区雷达安装
使用情况袁 要求企业方面要压
实主体责任袁 强化司机的安全
意识袁 确保右侧盲区雷达正常

工作袁借此提高运输安全系数遥
陈国土石方工程公司工
作人员表示院野在清溪交通分局
的指导下袁我们公司已经全部
安装了右侧盲区雷达袁并且要
求司机上路安全行驶遥 冶
清溪交通运输分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院野清溪镇完成了
对所有的道路运输企业一共
680 台重型货车的右侧盲区
雷达安装工作袁 已经实现了
100%安装遥 接下来袁将继续强
化货车的源头管理袁消除安全
隐患袁持续推动系统防范化解
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工作遥 冶
渊徐堉楠 韩静怡冤

清溪新阶联开展会员企业走访活动

凝聚新力量 开拓新视野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新
阶联桥梁和纽带作用袁增进会
员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袁学习
借鉴优秀工作经验袁 开拓视
野尧凝聚力量袁开创共同发展尧
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袁 连日
来袁东莞市清溪镇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联合会渊以下简称野清
溪新阶联冶冤 开展会员企业走
访参观学习活动遥
7 月 22 日袁 清溪新阶联
10 余名会员代表在会长蔡新
丰的带领下袁来到东莞市沃泰
通新能源有限公司进行走访
参观学习交流袁该公司副总经
理尧清溪新阶联副会长陈中华
热情接待了参访团一行遥
参访团一行到展厅和车间
实地参观了解该公司产品袁以

及产品的制造过程袁随后袁陈中
华向参访团介绍了公司概况尧
发展历程尧 产品理论尧 技术应
用尧市场分析等方面的情况遥 据
介绍袁 东莞市沃泰通新能源有
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电动汽车
动力电池研发与生产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袁 产品应用于电动
大巴电动货车等新能源汽车以
及两轮三轮车储能装置遥
清溪新阶联会长蔡新丰
表示袁 走访团此行获益良多袁
开展会员企业走访活动不但
增进了会员彼此之间的友谊袁
也通过参观学习开阔了眼界袁
拓展了思路袁为清溪新阶联快
速健康发展增添了动力袁希望
更多的会员能够踊跃参与到
走访活动中来遥
渊柯 坚冤

战高温 迎
清溪：
“烤”验
全力为城市降温
本报讯 野三伏天冶来袭袁
东莞市发出高温橙色预警遥清
溪城管系统执法人员尧环卫工
人尧市政工人等一线人员不畏
烈日骄阳尧 不惧盛夏酷暑袁直
面高温野烤冶验袁多举措防暑降
温袁让这座城市野冷静冶下来遥
提高洒水除尘频率 为道路降温
清 溪 城管 系 统结 合 天
气炎热等实际情况袁对辖区
内清 凤 路 尧 广场 路 尧 聚 富 路
等路段进行全面洒水除尘袁
调整洒水车尧普扫车作业时
间袁采用高压水枪全覆盖冲
洗主次干道尧 背街小巷尧公
园广场等重点区域袁加强垃
圾运 输 车 尧 垃圾 桶 尧 太 阳 能
果皮箱等环卫设施冲洗 频
次袁 为 道 路 降温 袁 全 力 提 高
市民出行的舒适度遥
多种形式浇灌 为植物降温
为防止绿化植物因高温
天气脱水袁清溪城管系统合理
安排浇水时间袁避免在高蒸发
时段进行浇灌作业袁防止出现
植株灼伤等现象遥根据树木花
草的需水量袁 以饮水浇灌尧人
工浇水等多种形式合理浇灌袁
湿透苗床袁 保持土壤湿润袁确
保绿化植物长势良好遥降温后
的树木不仅为群众提供了遮
阴避阳的地方袁还有效减缓了
野城市热岛冶效应遥

细化关爱措施 为一线工人降温
做好一线作业工人的防
暑降温工作袁城管系统多措并
举袁 为一线作业工人送关爱遥
一是科学合理调整作业时间袁
中午 12 点到下午 15 点不再
进行人工作业袁以机械作业为
主袁 增加机械作业的频率袁减
轻一线作业工人的劳动强度遥
二是送上野清凉大礼包冶袁为一
线作业工人和一线执法人员
安排凉茶尧西瓜尧绿豆汤等防
暑降温食物遥 此外袁清溪城管
系统在城市驿站和铁松尧清上
路等 190 多处设置了免费补
水点袁一线员工可前往以上地
点休憩和补充水分遥三是严格
落实高温补贴发放工作袁督促
相关企业按时尧 足量发放袁不
以物资代替高温补贴袁切实保
障一线作业工人的合法权益遥
加强安全宣传教育
清溪城管系统组织作业
公司尧城管系统各股渊组冤室召
开安全生产会议袁加大对一线
员工夏季防暑降温安全知识
宣传教育力度袁通过宣传和引
导袁增强一线员工的自我防护
意识袁提高防暑及中暑自救能
力袁并要求严格落实防疫野五
件套冶尧 车辆反光标识等安全
生产工作袁做好个人防护和防
疫工作遥
渊夏任远 何秀蓉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