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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镇 2022 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铺开

清溪镇领导靠前服务督导重大项目建设工作

以执行论英雄 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本报讯 7 月 28 日下午袁
清溪镇委书记叶锦锐率队深入
一线袁 督导重大项目推进情
况遥 叶锦锐强调袁 相关部门和
村渊社区冤要以执行论英雄袁坚
持 野项目为王冶袁 主动靠前服
务 袁 聚集 资 源 要 素保 障 袁 集中
力量攻坚克难袁全力以赴抢进
度袁确保重大项目高质高效推
进袁为清溪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增添强劲的动力遥
清溪镇委委员梁伟光尧副镇长
姚志发及住建局尧投促中心尧卫健
局等部门负责人一同参加督导遥
当天下午袁 叶锦锐一行先
后来到康华医疗窑清溪分院项
目尧 清溪港影时尚产业项目建
设现场袁 详细了解项目整体推
进情况袁 现场研究项目推进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袁 要求项目
经营方尧 建设方要紧盯安全不
放松袁 坚持高起点尧 高标准建
设袁在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尧保证
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袁全
力加快施工进度袁 确保建设项
目能如期保质完成遥
叶锦锐强调袁重点项目建设
是扩投资尧 促发展的重要抓手袁

关系全镇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
民生福祉袁相关单位和村渊社区冤
要高度重视袁 深入学习领会全
市尧全镇提升末端执行力大会精
神袁围绕全年各项重大项目建设
任务袁 持续提升末端执行力袁坚
持野项目为王冶袁以执行论英雄袁
勇于担责袁靠前服务袁聚集资源
要素保障袁全力破解瓶颈袁全力
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步伐袁为清溪
经济行稳致远增添新动力遥

据了解袁 康华医疗窑清溪分
院项目选址位于东莞市清溪镇
荔横村袁占地面积约 108.56 亩袁
总建筑面积约 132915.6 平方米袁
计划投资 13 亿元袁 重点打造以
野老年医学渊如心脑血管疾病尧骨
科疾病尧健康管理等冤尧康复医学
渊如成人康复尧术后康复尧心理康
复冤冶 为主的医疗服务和康养服
务机构袁 目前该项目已动工建
设袁并计划于 2025 年建成竣工袁

预计建成后住院部能容纳约
500 床袁护理院约 800 床遥
清溪港影时尚产业项目选址
位于清溪镇长山头村袁 占地面积
约 114.63 亩袁 项目计划投资约
6.88 亿元袁 主要从事高级女装设
计尧 生产和销售遥 该项目已于
2020 年 9 月开工建设袁 计划于
2023 年 5 月建成竣工袁预计建成
达产后年产值约 9.17 亿元遥
渊黄广文 傅 娴冤

清溪镇领导与宜安公司董事长座谈交流

提升末端执行力 破解重大项目建设难题
本报讯 7 月 27 日袁清溪镇领
导与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扬德一行进行座谈袁就加
快推进宜安科技液态金属项目建
设等问题展开探讨和交流遥
清溪镇委书记叶锦锐袁镇委
委员梁伟光及镇党政综合办尧经
济发展局尧规划管理所等部门负
责人参加了座谈会遥
会上袁宜安公司董事长李扬
德一行就企业生产经营尧研发创
新及液态金属项目推进等情况
进行了详细介绍遥 与会双方就新
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尧企业赶生产电力保障及周
边环境治理等具体事项进行了
研究分析袁并就如何进一步加快

项目建设进行了交流探讨袁相关
部门现场就企业提出的问题一
一作出回应遥
据了解袁 宜安公司增资扩
要液态金属项目意向选址地
产要要
块位于清溪镇长山头村袁 总用地
面积 35342.02 平方米渊折合约 53
亩冤袁 项目预计投资额 3.8 亿元袁
是 2022 年市重大预备项目遥镇委
镇政府高度重视该项目的落地建
设工作袁 曾多次对该项目用地专
门进行了研究部署袁 力争在今年
11 月之前完成供地工作遥
叶锦锐表示袁 市委市政府尧
镇委镇政府高度重视宜安科技
液态金属项目的建设袁该项目的
建成投产袁将对清溪镇着力打造

的野产业大镇尧生态大镇尧文化大
镇冶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遥 镇委
镇政府将立足企业的发展需求袁
为企业提供更便利尧 更畅通尧更
精准尧更有效的服务袁确保项目
建设早日竣工投产袁早日产生经
济效益尧社会效益袁助力企业做
大做强尧创新突破遥
叶锦锐强调袁 加快推进重
大项目落地建设投产是增强清
溪发展后劲尧 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和打造产业大镇的重要举措
之一遥 有关部门要和村渊社区冤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袁 深入学
习尧 准确把握全市提升末端执
行力大会精神袁 聚焦全镇各项
重点工作部署和使命任务袁 以

野跑马勇争先尧 执行论英雄冶的
魄力袁全面提升末端执行力袁全
力破解动能转换尧路径依赖尧综
合环境尧治理体系尧保障不足五
大方面的瓶颈袁 加快推进重大
项目建设袁 赋能加快 野融合先
锋尧智美清溪冶建设遥
叶锦锐要求袁 要落实好镇领
导和工作专班挂点服务的机制袁
强化镇村统筹协调联动尧 形成攻
坚合力袁聚集资源要素保障袁全力
加快推进东莞宜安液态金属项目
等重大产业项目建设的意向选
址尧征地拆迁尧用地供应等各项工
作袁确保项目加快落地投产袁不断
增强清溪经济发展后劲袁 助推经
济稳增长遥
渊黄广文 傅 娴冤

清溪镇领导检查公共安全隐患整治整改工作情况

抓好隐患整改 确保安全进度两不误
本报讯 7 月 28 日袁 清溪
镇长沈志攀率队深入企业尧建筑
工地袁督导检查公共安全隐患整
治整改工作情况袁强调要切实抓
好高温时节下的安全生产工作袁
加大隐患排查整治整改力度袁确
保安全进度两不误袁严防各类安
全事故的发生遥 清溪副镇长姚志
发尧镇二级调研员贺贤夏及相关
部门负责人一同参加检查工作遥
当天下午袁沈志攀一行首先
来到赛普若斯科技有限公司袁深
入办公场所及生产车间袁对设施
配备是否符合要求尧安全生产工
作台账是否健全尧安全隐患是否
及时整治等情况逐一进行检查遥
期间袁 沈志攀就企业在隐患
排查整治尧 人员教育培训及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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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整改
意见袁 要求企业立即采取措施消
除隐患遥 同时袁要求企业进一步重
视安全生产工作袁 严格落实好主
体责任袁 特别是要针对当前高温
天气袁切实加强安全防范袁狠抓重
点管理袁确保企业生产安全有序遥
随后袁沈志攀一行先后深入
明门渊中国冤幼童用品有限公司
青皇厂房和快意电梯青皇厂房
项目现场袁通过实地走访和召开
座谈等方式袁仔细了解工程建设
进度尧 疫情防控和安全文明施
工尧现场事故预防尧夏季高温期
间施工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情况遥
据了解袁酷暑野烤冶验下袁两个
施工单位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袁攻坚克难尧错峰施工袁各项施

工有序进行袁整体项目进展顺利遥
其中袁在事故预防方面袁施工方均
严格管控现场存在危险源袁 强化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
管理曰 在夏季高温期间施工安全
生产方面袁 合理调配人员工作时
间袁加强施工现场的通风降温袁同
时袁切实关心一线施工人员袁配备
充足的防暑降温物资袁 并加强对
施工人员的监护和观察遥
沈志攀一行重点就日前高
温天气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袁督
促施工方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
度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袁切实做
到安全和进度两手抓尧 两不误袁
保质保量推进工程建设袁确保项
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遥
检查中袁沈志攀指出袁当前

报头题字院邵华泽（中国记协名誉主席、
人民日报社原社长） 编辑部地址院清溪新闻传媒中心三楼

正处高温季节袁各类安全风险叠
加袁是事故易发尧 多发尧高发时
期袁必须提高警惕袁切实抓好高
温时节下的安全生产工作袁针对
重点行业尧领域袁加大安全生产
督导检查力度袁落实各项隐患排
查整治整改工作遥
沈志攀强调袁要严格执行夏
季高温施工管理要求袁 合理制定
工期计划尧优化施工工艺袁落实防
暑降温措施袁 既要保障项目有序
推进袁 又要保障广大一线施工人
员的身体健康遥同时袁要进一步加
大对各项安全措施落实情况的监
管袁 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袁坚决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袁
防止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遥
渊何秀蓉 夏任远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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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军营 不负青春
本报讯 7 月 27 日袁清
溪镇 2022 年下半年征兵体
检工作全面铺开袁 来自全镇
各村渊社区冤的 223 名适龄青
年响应号召袁积极参加体检遥
清溪镇长沈志攀袁镇委委员尧
武装部部长谢文达到现场指
导征兵体检工作遥
当天上午袁清溪医院体
检现场人头攒动袁 朝气蓬
勃的应征青年自觉排队等
候袁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袁
分组 有 序 地 接受 身 高 尧 体
重尧血压尧视力尧外科尧内科
等检查遥 体检过程中袁医护
人员对每一位前来参加体
检的青年进行仔细核对和
检查袁严把体检关遥
沈志攀详细了解体检
有关 流 程 和 工作 事 项 袁 对
应征青年立志报国尧 踊跃
参军的热情给予了充分肯

定袁要求有关部门要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袁切实把好
兵源质量关袁保障征兵体检
工作安全有序进行袁确保向
部队输送优质兵员袁为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新
的贡献遥
近年来袁 清溪镇积极
做好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征
兵 入伍 宣 传 动 员工 作 袁 高
校学生参军入伍的数量逐
年递增遥 今年下半年征兵
工作启动以来袁 广大适龄
青年踊跃报名袁 兵源素质
保持较高水平遥 据统计袁共
有 223 名适龄青年参加此
次征兵初检袁 其中大学生
共 196 人袁 约占体检总人
数 87.9% 袁 通 过初 检的 人
员将于 8 月上旬统一送往
市征兵办进行复检遥
渊徐堉楠 韩静怡冤

清溪镇组织收看收听全省尧全市
高温天气安全生产防范工作视频会议

扎实做好高温天气安全防范工作
本报讯 7 月 25 日袁清
溪镇组织收看收听全省尧全
市高温天气安全生产防范
工作视频会议袁并迅速部署
全镇相关防范工作遥 清溪镇
委副书记林海鹏尧相关部门
单位负责人等在清溪分会
场收看收听视频会议遥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
示批示精神, 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尧 市委部署要求袁就
做好全省尧全市高温天气安
全防范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尧
推动落实遥
会议强调袁要提高思想
认识袁切实增强做好防范应
对持续高温天气的紧迫感
和责任感遥 各级各部门要
高度重视袁始终坚持人民至
上尧生命至上袁根据高温预
警信息和本辖区尧本行业领
域特点落实高温天气预防
措施袁督促企业合理安排生
产运营活动袁全力保障市民
群众平安度夏遥 气象部门
要会同各有关部门加强会
商研判袁 密切监测天气变
化袁加密预报频次袁及早提
醒市民群众做好避暑降温
措施遥 水务尧供电等部门要
做好居民用水尧用电高峰期
保障及设备故障抢修准备
工作遥
会议强调袁要紧盯野两
个关键冶袁 科学做好高温天
气下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防
范工作袁坚决防范遏制各类
事故发生遥 各镇街渊园区冤尧
各有关部门要紧盯关键人
群袁督促企业落实防暑降温
措施袁强化对重点人群户外
作业的监督检查袁严防中暑

事件发生遥 文广旅体部门要
加强市内景区尧游泳池的安
全监管袁教育部门要督促学
校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袁
严防野泳溺水事件发生遥 民
政部门要加强人文关怀袁多
走访养老福利机构和独居尧
困难老人尧 儿童等群体袁避
免高温天气对特殊人群的
生活造成困难遥
会议强调袁 要紧盯关键
部位袁 深刻汲取夏季典型事
故教训袁持续加强城镇燃气尧
危险化学品尧 有限空间等事
故易发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的
安全监管袁深入基层袁压实责
任袁狠抓铁棚屋尧出租屋尧再
生资源回收点等重点区域火
灾隐患排查袁 继续推进经营
性自建房整治工作遥 要加强
森林防火巡护监测和火源管
理袁 做好预警信息传播和森
林防火宣传工作袁 强化森林
火灾扑灭准备袁 扎实做好风
险防范化解工作遥
在收看收听全省尧全
市会议后袁 清溪镇立即召
开全镇高温天气安全生产
防范工作会议袁 对全镇高
温天气安全防范工作进行
部署袁 要求全镇上下要从
野 高 度重 视 夏 季 高 温安 全
防范尧 着力改善作业场所
安全条件尧 全面落实危险
物品安全措施尧认真抓好公
共安全领域防范尧深入开展
森林防灭火工作尧着力提升
应急处置能力水平冶等方面
入手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尧
生命至上的原则做好防范
工作袁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社会稳定遥
渊孙自力 傅 娴冤

招标公告
我中心现将以下交易项目采用网上交易方式进行竞
投袁欢迎有意参加竞投的人士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下午 4
点 30 分前通过东莞市集体资产网上交易平台 渊网址院
dgnzb.dg.gov.cn/trade冤进行网上报名遥 联系人院黄生尧殷生尧
张小姐袁联系电话院0769-87381163遥 项目如下院
东莞市清溪对外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委托的清溪镇鹿
鸣路 41 号及 43 号厂房出租渊招标编号院QXZCJY2208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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