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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八一冶前夕 清溪镇领导率队慰问退役军人和困难群众

走访送关怀 慰问暖人心

本报讯 在野八一冶建军节
来临之际袁7 月 26 日袁清溪镇委
书记叶锦锐走访慰问退役军人
和结对帮扶困难群众袁 为他们
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遥
清溪副镇长卢泰强尧蔡运洪袁相
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属地村党组
织书记等一同慰问遥
当天上午袁 叶锦锐一行首
先来到结对帮扶困难群众肖传
平家里袁与他们亲切交谈袁倾听
他们的心声袁 并为他们送上了
慰问金和慰问品袁 鼓励他们要
积极树立生活信心袁 勇敢面对
生活的挑战袁 用勤劳和智慧创
造美好的生活遥
当获知肖传平的爱人有眼
疾袁 因为经济能力和缺乏人手
带去广州医治等情况后袁 叶锦
锐当即与随行镇领导尧 属地村
党组织书记商讨对策院野这个可
以与清溪医院探讨一下如何更
方便地帮助其治疗眼疾遥 冶叶锦
锐并叮嘱随行人员要持续做好
困难群众的关心帮扶工作袁多
了解群众的困难需求袁 努力在
生活尧工作和精神上多加关心袁
让他们更切身感受到党委政府
的关怀和温暖遥 野非常感谢领导
的关心浴 冶肖传平感动地说道遥
随后袁 叶锦锐一行还来到
罗马村袁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尧优
抚对象刘志斌袁 与他们拉起了
家常袁 详细了解其在部队的工
作经历尧 健康情况以及目前家

庭生活尧工作等情况遥
今年 26 岁的刘志斌是一
名 四级残 疾军 人袁 曾 于 2014
年-2019 年期间在部队服役遥退
役后在镇公共服务办尧 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和罗马村委的帮助
下袁在罗马村委就职遥
叶 锦锐 对 刘 志 斌为 国 防
事业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袁并
鼓励他要勇敢战胜疾病袁休养
好身体袁有困难要积极向村委
和 政府 部 门及 时反 映 和寻 求
帮助袁并为其送上了慰问金和
慰问品袁提前向他送上节日的
祝福遥
叶锦锐叮嘱相关部门和属
地村要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广泛
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袁 带着责
任尧带着感情尧带着温度袁主动
听取退役军人意见和建议袁最
大 限度 解 决好 他们 的 实际 困
难袁 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
退役军人的良好氛围遥
渊黄广文 傅 娴冤
7 月 28 日袁清溪镇长沈志攀
率队看望慰问病故军人遗属和
结对帮扶困难群众袁为他们送上
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遥
野老人家袁最近身体如何钥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钥 冶当天下
午袁沈志攀一行来到浮岗村袁走
进病故军人遗属曾兴娣家中袁
与老人亲切交谈袁 详细了解老
人的身体情况及生活状况遥 据
了解袁今年 91 岁的曾兴娣是病

故军人遗属袁年老多病遥 当得知
老人之前有摔倒过袁 现走动不
太方便这一情况后袁 沈志攀千
叮万嘱其要保重身体袁 注意日
常生活和饮食起居袁 并为她送
上慰问金和诚挚祝福遥
在低保户温玉花家中袁沈
志攀一行与她亲切交谈袁 仔细
询问她的身体尧 生活状况以及
子女读书情况袁 叮嘱她要保重
身体袁 注意保持积极乐观的心
态袁努力将孩子抚养成才袁相信
生活会越过越好遥
走访慰问中袁沈志攀要求袁
相关职能部门和属地村渊社区冤
要以更温暖尧 更贴心的服务做
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袁 主动帮
助优抚对象解决好生产生活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袁 在全镇范
围内大力营造拥军优属浓厚氛
围曰 同时要把低保户等困难群
众的冷暖放在心头袁 主动深入
了解他们的所需所盼袁 不折不
扣继续落实好各项救济保障政
策袁 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
府的关怀和社会的温情遥
渊何秀蓉 夏任远冤
7 月 27 日袁 清溪镇委委员尧
武装部长谢文达率镇武装部尧退
役军人服务中心及所属村干部
一行走访慰问军属家庭袁为其送
去党和政府的关爱和温暖遥
当天上午袁 慰问组一行来
到九 乡 村现 役 军人 李 玉宏 家
中袁 为其家属送去了生活用品

和慰问金袁并与他们亲切交谈遥
慰问中袁 镇领导详细了解了他
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袁 对他们
为国家培养了好军人袁 为部队
送去了好人才表示感谢遥
据 了解袁 李玉 宏今 年 32
岁袁2012 年 12 月入伍至今袁中
共党员袁二级士官袁在某部队服
役袁曾多次参加重要军事任务遥
渊徐堉楠 韩静怡冤
7 月 26 日袁 清溪副镇长卢
泰强率镇公共服务办尧 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及所属村干部一行
走访慰问军烈属袁送去野八一冶
节前的关怀和问候遥
当天下午袁慰问组一行来到
厦坭村烈属温运任家中袁为其送
去生活用品和慰问金袁并与其亲
切交谈袁详细询问老人的家庭生
活和身体健康状况遥
慰问中袁 镇领导叮嘱相关
部门和村干部袁 要高度重视军
烈属优抚工作袁 切实关心军烈
属生活袁及时了解他们的所需尧
所盼袁 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他们
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袁 让他
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
和爱护遥
据 了解袁 温运 任今 年 91
岁袁清溪厦坭村磨坭圩人袁烈士
家属遥 兄长温继友袁是东江纵队
二支队二大队独立中队战士袁
1944 年在东莞县风岗黄洞凹作
战牺牲袁后被评定为烈士遥
渊徐堉楠 韩静怡冤

清溪野新阶联冶向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捐赠爱心口罩

同心抗疫 携“新”守护
本报讯 7 月 26 日下午袁
清溪野新阶联冶组织会员代表向
清溪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捐
赠防疫物资一批袁 助力清溪镇
疫情防控工作遥 据悉袁该批防疫
物资主要为医用口罩 10050 个遥

当天下午袁清溪野新阶联冶
组织会员代表将口罩等防疫物
资送往清溪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遥 据介绍袁清溪野新阶联冶高
度关注清溪镇疫情防控工作袁
第一时间向广大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发出倡议袁 积极配合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袁 在认真做好个
人防护措施的同时袁 以参与志
愿服务尧捐赠物资等形式袁为疫
情防控工作贡献力量遥
镇 新时 代 文 明 实践 中 心
对清 溪野新 阶联 冶的 捐赠 表示
感谢袁并透露了该批防疫物资
的主 要用途 袁野 这批 口罩 将主
要用于清溪镇 耶全民戴口罩爷

文明劝导行动中袁我们将充分
发 挥新 时 代文 明 实践 中 心的
宣 教阵 地 作用 袁 统筹 各 方资
源袁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到
耶全民戴口罩爷 文明劝导行动
中袁让自觉佩戴口罩成为广大
群众的好习惯袁营造全民防疫
的良好社会氛围袁并逐步成为
社会的文明新风尚遥 冶
渊夏任远 何秀蓉冤

清溪镇开展野全民戴口罩 绿色环保共行冶文明实践活动

共建共享文明美丽家园
本报讯 为切实增强广
大市民的防范意识袁营造全民
防疫的浓厚氛围袁同时倡导市
民爱护环境袁携手共建文明美
丽清溪袁7 月 27 日袁 清溪镇宣
教 文 体旅 游 办联 合 镇新 时 代
文明实践中心开展野全民戴口
罩 绿色环保共行冶 文明实践
活动遥
当天上午袁 烈日当空袁高
温酷暑遥 志愿者们不惧高温袁
身 穿黄马 甲袁 举着 野全 民戴口
罩 冶防疫 宣传 牌袁 一路 整齐有
序地来到大王山森林公园遥 随
后 袁 志愿 者 们沿 着 登山 路 前
行袁向游客宣传防疫知识遥 野在
户外有人的地方袁无论是大人
还是小朋友袁都要记得戴好口
罩遥 冶 期间袁不少游客因天气

炎热而没有佩戴口罩袁志愿者
们对游客进行提醒劝导袁免费
派发口罩袁提醒他们继续紧绷
疫情防控这根弦袁坚持正确佩
戴口罩袁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
习惯遥
在开展野全民戴口罩冶文明
劝导活动中袁 志愿者们碰到了
埋头工作的环卫工人袁 他们在
烈日下不停地工作袁 汗水湿透
衣衫袁口罩也早已湿掉遥 志愿者
代表向野城市美容师冶们送上医
用口罩尧矿泉水尧凉茶等抗疫防
暑野礼包冶袁感谢他们用汗水扮
靓城市袁 并叮嘱他们在户外工
作时袁既要做好防暑工作袁又要
注重防疫安全遥
此外袁志愿者们还积极开展
了环保公益宣传活动袁他们拿起

小钳子尧 垃圾袋等清洁工具袁捡
拾沿途中的烟头尧纸屑尧饮料瓶
等垃圾袁并向过往游客宣传环保
知识袁用实际行动宣传低碳绿色
文明出行的理念袁鼓励广大市民
积极参与环保行动袁为建设美丽
清溪贡献一份力量遥
野我觉得这次活动很有意

义袁大家在登山过程中袁宣传了
防疫知识袁践行了环保理念袁可
谓一举两得遥 希望有更多人加
入我们的志愿队伍袁 成为防疫
和环保的参与者尧 践行者和传
播 者 袁 共 建 共享 文 明美 丽 家
园遥 冶一名志愿者如此说道遥
渊何秀蓉 夏任远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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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镇召开 2022 年第三季度野智网工程冶工作推进会

聚焦问题 靶向施策
合力提升“智网工程”末端执行力
本 报 讯 7 月 26 日 上
午袁 清溪镇召开 2022 年第三
季度 野智网工程冶 工作推进
会袁 深入总结 2022 年上半年
全镇野智网工程冶工作情况袁部
署并推进第三季度 野智网工
程冶相关工作遥
清溪镇委副书记林海鹏袁
各入格部门及各村 渊社区冤相
关责任人尧镇智慧网格管理中
心部分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袁
各智网调度站网格员通过综
治视联网参加了会议遥
会议首先传达了近期市
智网中心队伍建设专项工作
会议和纪律教育专题会议的
精神袁 总结通报了 2022 年上
半年全镇野智网工程冶工作情
况及存在问题袁并就下阶段工
作进行了安排部署遥
据了解袁今年以来袁全镇入
格部门尧各村渊社区冤紧紧围绕
镇委尧镇政府的统一部署袁持续
推动平安清溪建设深化拓展袁
各项工作实现显著提升袁 入格
部门案事件按时处置率大幅提

升遥1 至 6 月全镇网格员完成工
单 127794 条 曰 发 现 案 事件
25850 宗袁环比上升 15.79%遥
会议要求袁 各入格部门尧
各村渊社区冤务必要提高政治
站位尧强化责任担当袁进一步
整合服务管理资源尧构建多员
合一平台袁加快构建网格多元
共治的新模式曰进一步细化目
标任务袁明确责任分工袁严格
督查考核袁以强有力的措施推
动工作有效落实遥
会议强调袁野智网工程冶
是深 化平安清溪建设和加
强社 会治理创新的基础工
程袁各部门单位要深刻认识
其重要意义袁切实把准工作
形势和方向袁进一步坚定信
心尧鼓足干劲尧扎实工作袁合
力 提 升野 智 网 工 程 冶 末 端执
行力袁全力维护全镇公共安
全大局持续稳定袁确保人民
群众安居乐业袁切实为党的
二十 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
稳定的社会环境遥
(韩静怡 徐堉楠)

清溪镇开展野双报到冶活动

提升末端执行力 党建共建谋发展
本报讯
7 月 28 日下
午袁清溪镇宣传教育文体旅
游办党支部到 铁松村开展
野双报到冶活动袁与铁松村党
委一起就如何 提升末端执
行力尧促进村集体发展进行
了交流袁 着重 围绕加快发
展 尧 土地 征 拆 尧 保 安全 保 稳
定 尧 综合 环 境 提 升 尧创 新 基
层治理等五个 方面进行了
深入讨论遥 清溪镇委委员钱
暖枝参加了本次座谈会遥
座谈会上袁清溪镇宣传
教育文体旅游办党支部尧铁
松村党委的党 员们纷纷结
合本职工作袁畅谈了对铁松
村提升末端执行力袁更好地
服务群众尧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建议遥
钱暖枝表示袁提升末端
执行力袁切中了农村基层面
临发展和突围的问题所在遥
他认为要取得工作实效袁关
键在于树立良 好的工作态
度以及找准科 学的工作方

法袁要围绕农村基层的发展
查 找问 题 尧 分 析 问题 尧 解 决
问题遥 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办
党支部的党员们要 用心用
情用力开展好 野双报到冶活
动袁 严格按照党建 工作要
求 袁结 合 本 职 工 作袁 带 着 思
想来协助铁松村实 现发展
和突围遥
座谈会上袁党员们认为铁
松村麒麟文化尧篮球文化氛围
浓厚袁建议可在这两方面着力
打造袁建设相关文化尧体育场
所袁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和体
育文化袁并推动以维康生态园
为代表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袁
打造铁松村文化品牌袁并带动
村综合环境提升和居民生活
水平提升遥
此外袁党员们还提出随着
辖区内住宅楼盘的建成袁需要
及早谋划停车以及消费等相
关配套设施袁为居民们营造方
便舒适的生活环境遥
渊李远球 杨 珊冤

清溪组织召开 2022 年文明创建工作现场会

提高执行力
确保文明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 7 月 27 日袁清
溪镇在土桥村组织召开
2022 年 文 明 创 建 工 作 现 场
会袁 对下一阶段全镇文明创
建工作进行再部署尧再强调尧
再落实袁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全市提升末端执行力大会
精神袁 找准文明创建工作在
提升末端执行力中的落脚点
和发力点袁 确保清溪镇文明
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遥 清溪
镇委委员钱暖枝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全国文明村要要
要土
桥村就该村文明创建工作进
行汇报袁并就该村当前在文明
创建工作中需要协调解决的
问题进行了明确遥镇宣教文体
旅游办通报了全镇当前在文
明创建工作中存在的诸如违
章停车尧占道经营尧环境卫生尧
公共基础设施维护等突出问
题和短板袁并就下一阶段全镇
文明创建工作进行动员部署遥
会议要求袁各相关部门单
位和村渊社区冤要在文明创建
工作中加强沟通交流袁群策群
力出实招袁建立健全长效工作
机制曰要加大人力尧物力和财
力的投入袁对标对表袁加快问
题整治进度曰要确保卫生清洁

工作全覆盖袁全力消除卫生死
角袁同时袁要对全镇范围内公
共基础设施维护问题进行排
查袁消除问题短板遥
会议强调袁文明创建工作
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袁推动社
会进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有力抓手和重要载体遥与会各
部门单位和村渊社区冤要高度
重视袁 政治站位务必再提高袁
要将此次文明创建工作的落
实作为验证执行能力的契机袁
找准文明创建工作在提升末
端执行力中的落脚点和发力
点遥 要对标对点袁工作措施务
必再加强袁 对问题要举一反
三袁自纠自查曰要立行立改袁加
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曰要
紧盯重点问题袁 抓好整改落
实遥 要强势推进袁责任分工务
必再明确袁要吃透标准袁掌握
要求袁 对标对表文明创建工
作中的最新要求袁 逐条逐点
抓好落实遥要压实责任袁常态
落实袁保证成效袁以野绣花冶功
夫扎扎实实推进文明创建工
作袁 坚决打赢文明创建攻坚
战袁为建设野融合先锋尧智美
清溪冶贡献力量遥
渊夏任远 何秀蓉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