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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城管系统召开城管片长工作座谈会

清溪镇人大代表为民办实事获点赞

群众“点单” 代表
“接单”
本报讯
野现在坐车不仅
安全袁还方便多了袁买完菜出市
场走几步路就到公交站遥 冶自从
清溪镇香芒东路肯德基门前交
通优化工程完工以来袁 群众都
夸 人大 代表 为民 办了 一件 好
事袁 群众的点赞是人大代表履
职为民的生动体现遥
面对面听民声
群众野点单冶代表野接单冶
今年 3 月袁 清溪镇人大组
织市镇两级人大代表开展接访
联系群众活动袁 采取座谈交流
等形式面对面听取百姓心声遥
在 清溪 镇人 大代 表中 心联 络
站袁镇人大主席王笑媚尧镇人大
代 表陈 婉君 耐心 热情 接访 群
众袁 关于公交站点优化设置的
问题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遥
据群众许凯基反映袁自亨达
百货门口公交站迁移到了香芒
东路金凰百货路段后袁对群众出
行造成极大不便袁尤其老年人一
大早买菜袁三三两两逆行前往菜
市场袁 极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袁建
议通过科学规划解决群众逆行
过马路的安全问题遥
野请放心袁您反映的这个问
题袁我们去现场实地调研后袁会
召集有关部门听取意见袁 由职
能部门制定解决方案袁 给群众
一个满意的交代遥 冶代表们认真
记录问题袁 当场回复会立即跟
进办理群众意见建议遥
心贴心察实情
协调部门精准野派单冶
民有所呼袁我有所应遥 接访

的第二天上午袁 镇人大主席王
笑媚尧 镇人大副主席陈学聪第
一时间召集属地居民委员会及
人大办有关人员到现场开展调
研遥 经实地了解袁香芒东路临近
镇中心市场尧商业街袁车流人流
繁忙袁 而买菜群众以老年人为
主袁 买菜之后需手提重物且步
行数百米才能前往公交站台袁
确实对群众出行造成不便遥
摸清情况后袁 当天下午袁镇
人大迅速组织人大代表尧镇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尧交通分局尧交警
大队尧居民委员会有关人员召开
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 工作协调会
议遥 会上袁代表们将公交站台设
置不合理的问题及群众诉求向
职能部门反馈袁大家共同商讨如
何科学合理解决公交站台迁移
问题袁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遥
代表们建议袁 镇公用事业
服务中心要加强统筹谋划袁做
好站台设计尧建设工作袁提升城
市设施景观效果曰 交警部门要
针对新迁移方案开展道路交通
安全隐患排查曰 居民委员会要
核对好两个站点所属地块的权
属情况曰 交通运输分局要协调
东莞巴士东部分公司的后续公
交停靠工作遥
会后袁镇人大将叶人大代表联
络站群众意见建议收集办理登记
表曳移交镇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袁由
其牵头相关部门跟进办理遥
实打实督进度
群众野评单冶拍手称赞
为 切实 解 决 公 交 站 台 迁

移尧群众乘车不便问题袁镇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委托专业设计公
司制定了设计方案袁 计划将肯
德基门口和亨达百货门口原公
交站台改造为港湾式公交停车
站台袁分别往居委会停车场尧商
场方向迁移数米袁 并对周边路
段交通尧市政设施进行优化袁取
消的士候车点遥
在完成工程设计尧 预算编
制尧财审等前期工作后袁4 月下
旬袁 施工单位正式进场施工袁
包括 新建 两 座港 湾式 公交 停
靠站尧规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停车位尧 修复破损人行道尧安
装人行道护栏等遥 期间袁人大
代表 多次 向 职能 部门 和属 地
居民委员会了解工程进度袁实
地视察现场袁督促施工方要加
快进度袁 做好 工程围蔽袁 既 要
保障路人的安全袁又要降低对
交通的影响袁按时按质完成工
程建设遥
经过一个多月的施工袁香
芒东 路肯 德 基门 前交 通优 化
工程顺利完工遥 相比以前的直
线式公交车站台袁优化后的港
湾式 公交 车 站台 秩序 明显 改
善袁有效减少了公交车临时停
靠对道路通行的影响袁减少机
非冲突袁切实保障了乘客和行
人安全遥
野站台迁移后袁出行确实方
便了不少袁 买完菜后走几步路
就到站台袁 再也不用提着重物
步行数百米才能乘车遥 冶公交站
台的优化设置袁 让群众开心不

已袁纷纷拍手称赞遥
野我反映的问题得到了人
大代表的重视袁 提出的建议也
得到了很好的落实遥 这趟公交
车袁耶出发地爷 是政府和人大代
表的为民情怀袁耶目的地爷 是我
们群众的心坎里遥 冶对于意见建
议的办理情况袁 群众许凯基十
分满意袁 由衷地点赞人大代表
用心用情为民办了一件好事袁
真是好样的遥
事实上袁 持续追踪问效解
决群众出行难问题袁 只是清溪
镇人大代表积极履职的一个缩
影遥 代表们表示袁群众的满意就
是履职的最大实效袁 就是最好
的肯定袁 接下来将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袁积极依法履职袁把群众
反映的野问题清单冶变成解决问
题的野履职清单冶袁不断提升为
民代言尧为民发声尧为民解忧的
履职实效遥
从群众野点单冶到代表野接
单冶袁从代表野派单冶到群众野评
单冶袁 清溪镇人大始终深入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袁推动意见建议
由答复办理向落实办理转变袁受
到了人大代表和群众的一致称
赞遥 接下来袁清溪镇人大将充分
发挥代表集体智慧和代表的主
体作用袁 不断拓展履职途径袁积
极创新监督手段袁把人民满意贯
穿到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的全过
程袁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尧获得感和安全感袁为清溪高
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遥
渊李远球 杨 珊冤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食品安全尧安全用械尧防范养老诈
骗尧 全民戴口罩等宣传单张及口
罩尧环保袋等实用物品遥
野叔叔阿姨袁 疫情防控不松
懈袁口罩一定要戴好冶野食品安全
关系你我他袁领个册子回去看看
吧冶野美女袁化妆品知识来了解一
下冶......活 动现场袁 工 作人 员一
边宣传防范知识袁一边解答群众
疑问袁同时深入商场尧店铺宣传袁
和店员野唠唠冶食品安全尧安全用
械那些事儿遥 野这些知识都很有
用袁 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踩坑袁爱
护自己袁少花冤枉钱遥 冶市民李女
士如是说遥
渊傅 娴 黄广文冤

“摆摊设点” 合力减污降碳 共建美丽清溪
者尧传播者尧守护者遥
活动现场袁清溪生态环境分
局工作人员围绕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等方面袁大力宣传生
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袁 同时袁结
合野日常小行动袁降碳大作为冶主
题袁积极地向过往群众讲解绿色

低碳生活的相关环保知识袁耐心
地为群众答疑解惑袁并向群众发
放宣传贴纸尧 宣传手册等资料袁
引导广大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树
立绿色尧低碳尧环保尧节约的文明
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遥
接下来袁 清溪生态环境分

清溪市场监管分局开展暑期游乐设施安全检查

护航广大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 为加强暑假期
间游乐设施安全保障工作袁
保障广大游客生命财产安
全袁 清溪市场监管分局从 7
月开始集中力量对全镇游乐
设施开展安全检查袁 防范事
故发生遥
截至目前袁 清溪市场监管
分局已出动检查人员 20 人次袁
检查经营单位 6 家次袁 排查游
乐设施 24 台次袁督促整改安全

管理制度不完善尧 安全警示标
志缺失等问题 3 个遥
期间袁 检查人员深入景山
公园尧新健力水上乐园尧龙湾游
乐场等游乐设施经营场所袁仔
细检查设备检验合格有效期尧
日常检查和定期维护保养记录
台账尧安全保护装置是否有效尧
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遥 检
查人员要求经营者每月开展安
全隐患自查自纠袁 杜绝设备带

野病冶运行袁加强工作人员安全
警示教育培训袁 提升安全意识
和技能水平袁 定期组织开展应
急救援演练袁提高快速救援力遥
接下来袁清溪市场监管分
局将常态化抓紧抓实游乐设
施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袁推动企
业主动遵规守法经营袁自觉落
实安全主体责任袁为广大游客
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遥
渊黄广文 傅 娴冤

本报讯 7 月 25 日下午袁
清溪城管系统召开城管片长
工作座谈会袁进一步提振攻坚
精气神尧强化末端执行力袁全力
推进美丽圩镇建设攻坚遥
会议强调袁要切实强化政
治担当袁自觉把思想和认识统
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袁充分
发挥狠抓落实尧促进完善发展
作用袁为东莞在野双万冶新起点
上加快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
的保障遥
会议要求袁各城管片长要
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袁对村渊社
区冤的要求要更加细致袁要把
野扫干净 摆整齐冶 的工作任务
放在首位曰要持续开展燃气安

全检查工作袁深入推进入户安
检工作袁提高入户安检率袁筑牢
燃气安全防线曰要压实各村做
好美丽圩镇台账工作袁做到数
据准尧资料全尧底数清尧情况明曰
要全面提升末端执行力袁共同
推动清溪镇高质量发展遥
野 跑马勇争先尧执行论
英雄遥 冶接下来袁清溪城管系
统将以城管片长为抓手袁充
分调动基层力量袁主动对标
一流 袁 敢 于 争 创 一 流袁 在 综
合环境提升上奋勇争先袁重
拳整治脏乱短板问题袁深化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袁全力打
造美丽乡村风貌带遥
渊夏任远 何秀蓉冤

清溪镇开展环保宣传进企业活动

日常小行动 降碳大作为
本报讯 为进一步宣传
绿色低碳环保理念袁 普及生
态环境法律法规袁 提高企业
对生态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治
的责任感袁 形成生态环境保
护 全 民 参 与 的 良 好 氛 围 袁7
月 22 日袁清溪生态环境分局
走进工业园区袁开展野日常小
行动尧降碳大作为冶环保宣传
进企业活动遥
当天上午袁清溪生态环境
分局工作人员在该工业园区
的醒目位置张贴了 野空调 26
度尧垃圾减量尧管好开关冶等宣
传海报袁传递全民减污降碳的
绿色环保理念袁同时袁向企业
员工派发 叶企业常见的 10 种
环境违法行为曳叶日常小行动尧
降碳大作为曳等系列环保宣传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
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绿色
生活意识袁 推广垃圾分类知
识袁 感悟垃圾分类的意义袁近
日袁清溪镇组织相关部门在清
溪镇妇联白玉兰家庭服务中
心举办 野我是社区小主人冶垃
圾分类知识科普讲座遥
野干电池到底是不是有害
垃圾呢钥口香糖和粽子叶是不
是厨余垃圾钥 ......冶讲座中袁清
溪镇垃圾分类办工作人员通
过 PPT 向小朋友们详细讲解
垃圾分类的意义尧垃圾分类的
标准尧垃圾分类的标识尧投放
方式等知识袁 并通过互动问
答袁让小朋友们巩固学到的知
识袁做到能够清晰分辨野可回
收物尧厨余垃圾尧有害垃圾尧其
他垃圾冶袁 提升了小朋友们垃
圾分类的意识遥
讲座结束时袁 工作人员再

清溪镇开展减污降碳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袁 积极营造全民参与
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袁7 月
25 日袁 清溪生态环境分局到清
溪文化公园野摆摊设点冶袁开展
减污降碳主题宣传活动袁 号召
公众自觉成为生态环境的践行

凝心聚力 谋定而动

资料袁引导企业员工自觉践行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遥 活动现
场袁工作人员还对企业工业固
体废物规范化管理尧危险废物
处置尧环境管理台账等工作要
求进行了答疑解惑袁并根据企
业类型就企业生产过程中可
能会出现的环保问题提出相
应指导意见遥
接下来袁清溪生态环境分
局将继续加大 野日常小行动袁
降碳大作为冶环保宣传活动的
开展力度袁强化野全民减污降
碳冶的公民意识袁形成全民参
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浓厚氛围袁
并加强与企业的联动沟通袁主
动靠前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袁
助力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遥
渊何秀蓉 夏任远冤

孩子们的快乐暑假
从垃圾分类开始

清溪镇开展接地气野摆摊冶宣传活动

本报讯 7 月 26 日袁清溪镇
以设点野摆摊冶尧入店宣传等形式袁
开展野一城莞香 万家食安冶齐心
共创广东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尧
医疗器械宣传周野安全用械 共治
共享冶暨化妆品科普尧打击整治养
老诈骗专项行动尧野全民戴口罩
共建文明城冶等宣传活动袁进一步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遥
当天上午袁 清溪市场监管分
局尧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相关负
责人尧 工作人员以及大学生志愿
者纷纷行动起来袁 集中设摊开展
宣传活动袁 吸引了不少群众前来
野凑热闹冶遥 有趣的是袁 他们不是
野贩卖冶奶茶尧咖啡袁而是免费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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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将持续推进野日常小行动袁降
碳大作为冶 环保宣传活动进企
业尧进社区尧进校园等袁增强全
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袁 推动
形成绿色发展生活新方式袁为
建设美丽清溪贡献力量遥
渊何秀蓉 夏任远冤

次向小朋友们叮嘱院野有害垃圾
对环境危害极大袁 大家一定要
把垃圾放入指定标识垃圾箱遥
我们每个人做出一点小改变袁
身边的环境就会有大改观冶袁号
召小朋友们把学到的知识传递
给父母和其他小伙伴袁 为维护
美丽的环境尽一份力浴
同时袁清溪镇垃圾分类办
还在社区周边开展捡垃圾环
保志愿活动遥在工作人员的带
领下袁 小朋友们手持钳子袁垃
圾袋等清洁工具袁来到社区的
马路边袁 认真捡拾草丛中尧路
面的塑料袋尧饮料瓶尧烟头等
垃圾袁并将垃圾废品分类放入
自备的垃圾袋中遥 期间袁工作
人员还带领小朋友们来到智
能型有害垃圾投放点袁体验了
新型垃圾回收机器的使用方
式和方法遥
渊夏任远 何秀蓉冤

小朋友们学做传统美食
感知传统文化
本报讯 为了让孩子们
了解更多的传统文化知识袁同
时培养孩子们的生活技能和
动手能力袁7 月 28 日上午袁清
溪镇社区居民妇联联合白玉
兰家庭服务中心开展传统美
食制作活动袁 共吸引 16 位小
朋友参加遥
上午 10 点 30 分许袁 工作
人员们已经准备好相关食材遥
小朋友们来到活动现场袁 听到
工作人员说要一起包汤圆袁孩
子们个个摩拳擦掌袁跃跃欲试袁
准备大显身手遥 在工作人员的
指导下袁小朋友们一起学着野和
料冶野搓汤圆冶袁不一会袁一个个
雪白的汤圆逐渐成型袁 很快摆
满了盘子遥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袁
热腾腾的手工汤圆出锅了袁大

家围坐在一起袁 共同品尝着汤
圆遥孩子们吃着自己包的汤圆袁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遥
野很有趣袁我终于学会了
包汤圆了遥冶野回家以后我要多
帮妈妈做家务袁 学会自己动
手遥 冶小朋友们对包汤圆活动
赞道遥
野开展此次活动袁主要是
为了让孩子们体验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袁感受社区大家庭
的温暖遥另一方面也锻炼了孩
子们的动手能力尧合作沟通能
力和交际能力袁让孩子们拥有
一个快乐的假期遥 接下来袁我
们也会根据活动反馈情况袁继
续开展相关传统美食制作活
动遥 冶居民社区妇联主席张仕
娣说道遥
渊杨 珊 李远球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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