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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一批人才安居房
完成配租抽签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清溪宣传文化系统开展野双报到冶主题党日活动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走进社区
本 报 讯 11 月 18 日 下
午袁 清溪镇宣传文化系统在
铁松村开展野双报到冶主题党
日活动袁 通过组织开展专题
宣讲报告会的形式袁 学习宣
传 贯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袁 深
入领会报告的精髓和要义遥
清溪镇委委员钱暖枝袁清
溪镇宣传文化系统尧 铁松村党

组织党员参加了本次活动遥
活动邀请了镇莞邑百姓宣
讲团成员李文武老师作专题宣
讲报告遥 他围绕 野中国式现代
化冶这一主题袁结合自身工作经
历和清溪实际袁 以通俗易懂的
语言袁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心
任务尧本质要求袁中国式现代化
需要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尧五

个特点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浅出
的宣讲袁 让现场党员能够深刻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和现实意义遥
报告会要 求袁 要坚 持先
学一步袁 把学习党的二十大
精神作为政治学习野第一课冶
野必修课冶袁 迅速掀起学习热
潮曰要坚持深学一层袁坚持原

原本本学尧全面系统学尧深入
思考学袁 牢牢把握党的二十
大主题袁深刻领会丰富内涵袁
切实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转化为推动清溪宣传文
旅工作和社区各项工作的强
大动力袁 为清溪的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遥
渊黄广文 傅 娴冤

清溪镇开展第三届旅游登山节系列活动之即兴诗词创作及中华传统文化展示活动

助力清溪文化大镇建设

本报讯 11 月 20 日袁清溪
银瓶山森林公园在朝阳下满目
皆画袁浪漫倾城遥 山腰上的醉美
阁也是野景冶如其名袁美得让人
心醉袁 清溪镇第三届旅游登山
节系列活动之即兴诗词创作及
中华传统文化展示活动在这里
火热开展遥
从入场时的挥毫签到袁到
即 兴作诗 尧对 句袁 再到 欣赏优

秀传统文化节目展演袁最后到
静 心 品 茶 噎噎活 动 的 每 一 道
流程都在诠释远离喧嚣尧自我
修行的意义袁让赤子之心回归
自然袁追求精神自由的绝美境
界遥
现场呼声最高的是形式多
样的传统文化节目展演遥 诗朗
诵叶登高望远赞清溪曳尧叶莞邑新
风采曳尧茶艺古琴节目叶御茗飘

香曳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袁吸引
了不少登山市民驻足观赏遥
在品茶环节中袁 茶艺师从
野笃尧谦尧融尧和尧柔尧静尧真冶七个
层次介绍了叶茶道窑太极曳袁引导
大家在七种茶香中静心尧沉思袁
与茶相蕴袁天人合一遥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摄影作
品展板袁 全方位展示了清溪产
业兴尧百姓好尧乡村美的繁荣景

清溪开始培训社会核酸采样队

注重理论和实操双提升
本报讯 11 月 18 日袁清溪
镇第一期社会力量核酸采样培
训班开班袁 进一步提高核酸采
样能力袁 加强全镇核酸采样人
员储备遥
培训现场袁 负责教学的医
务 人员 详 细讲 解 了口 咽 拭子
标本核酸采集方法尧应急状况
的处理尧采样点设置及分区等
知识袁并现场演示了操作前准

备尧 手卫 生消 毒流程 尧穿 脱防
护 用品 的 操作 流 程及 医 疗废
物尧 环境 消毒 处置流 程袁 针对
每 一项 操 作的 细 节和 注 意事
项进行解说袁确保参训人员能
够规 范尧 科学 尧正确 地开 展核
酸标本采集工作遥
培训结束后袁 参训人员进
行了口咽拭子核酸采样尧防护
服穿脱实操训练和现场考核遥

野通过培训袁 我更加了解了核
酸 采样 的 详细 流 程和 注 意事
项袁希望今后能为核酸检测工
作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袁减轻
医护人员的负担遥 冶参训人员
陈女士说道遥
据了解袁 此次培训是根据
东 莞市 新 冠肺 炎 防控 指 挥办
工作部署袁招募社会力量加强
核酸采样人员储备袁全力打造

象遥 诗词尧茶艺尧书法尧传统器
乐尧摄影的有机融合袁演绎出优
秀传统文化的神韵与魅力袁展
示了清溪深厚的文化底蕴袁给
大家带来了一场美轮美奂尧韵
味悠长的文化盛宴遥
野胜日登山去袁 年高志未
休遥 蹬梯寻大美袁步履探奇幽遥
泉暖飞云近袁花香宿鸟投遥 风光
无限好袁逸韵复何求遥 冶清溪鹿
鸣诗社社长徐官威在现场即兴
创作了一首 叶游爆石山登醉美
阁曳袁一下子给清溪美景增添了
几分书卷气遥
据悉袁 本届旅游登山节由
东莞市文广旅体局尧 东莞市林
业局指导袁 清溪镇人民政府主
办袁 包含清溪首届铁场乡村微
型马拉松尧露营音乐嘉年华尧优
秀传统文化展示等 10 项子活
动袁 让市民游客在休闲健身的
同时袁领略优美生态环境袁品味
优秀传统文化袁 体验乡村旅游
欢乐袁畅享健康时尚生活袁助力
清溪文化大镇建设遥
渊傅 娴 黄广文冤
起一支高素质尧专业化的核酸
采样预备队伍曰培训认证合格
的 采样 人 员可 参 与区 域 核酸
筛 查非 风 险区 域 的社 会 面采
样和常态化的便民采样工作袁
后期他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袁
培 训老 师 还会 到 现场 进 行再
指导袁 保证整个采样规范袁设
置合理遥
接下来袁清溪镇将持续加
大社会采样队的招募力度袁对
核 酸采 样 储备 队 伍分 批 次开
展操作培训和个人防护培训袁
不断提升实践操作能力袁为开
展 常态 化 核酸 采 样工 作 打下
坚实基础遥
渊杨 珊 李远球冤

清溪镇持续开展野全民戴口罩冶文明劝导活动

本报讯 11 月 21 日袁清
溪镇首批人才安居房公开摇
号分配袁 经过两轮随机摇号袁
53 名人才成功配租袁等待拎包
入住遥 这是清溪镇大力实施新
时代人才强镇战略袁打造人才
集聚发展新高地的重要一举遥
此次配租房源位于华润
润溪山袁共 90 套袁其中三房户
型 30 套尧二房户型 60 套袁租金
为 17 元/平方米窑月袁由东莞市
清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
清溪镇人才住房运营机构进
行具体运营管理工作袁成功配
租的人才将享受野超值月租尧精
装修尧拎包入住尧住满 5 年优惠
购房冶等人才安居政策遥
今年 7 月袁清溪镇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清
溪镇华润润溪山项目人才安
居房配租配售方案及申请方
式袁并对递交申请的人才进行
了资格审核袁共有 187 名人才
符合配租申请袁 其中 37 名人
才符合优先条件袁余下 150 名
人才按照野公平尧公正尧透明冶
原则进入抽签环节袁并对抽签
名单及方案进行了公示遥
为确保配租抽签过程公
平尧公正尧公开袁东莞市清溪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邀请了纪检
监察专员对抽签进行全过程
监督尧录像遥 工作人员采用摇
号方式确定产生排序规则袁并
根据申请人姓名袁按拼音排序
确定各自的摇珠号袁随后随机
摇出 5 名人才代表袁按抽出的

顺序循环上台袁逐一摇珠袁摇出
的号码对应获配租名额申请
人的摇号遥 经过两轮随机摇
号袁共 53 名申请人成功进入配
租名单袁并现场签字确认遥
野感谢有党和政府的关
爱袁解决了我和家人的后顾之
忧遥今年是我在清溪工作的第
六个年头袁我也在这有了属于
自己的房子袁希望以后可以更
好地为清溪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力量遥 冶清溪医院叶医先生
如是说遥
辉碧电子有限公司刘小姐
说袁野我觉得这个政策很好袁对
我们这种在清溪暂时买房困难
的打拼者来说袁是非常友好的袁
家里人也非常高兴袁 我和家人
长期留在清溪的决心更加坚定
了袁相信以后清溪会越来越好袁
让更多人才安居乐业遥 冶
解决好人才 安居问题袁
是城市引英聚才增强发展后
劲的重要举措遥为了野吸引人
才尧留住人才冶袁近年来袁清溪
镇大力实施人才强镇战略袁
出台了 叶清溪镇人才安居办
法渊试行冤曳等政策措施袁不断
推进人才公寓等配套建设袁
完善住房保障和人才安居体
系袁满足人才安居需求袁让人
才在清溪野安居乐业冶袁努力
将清溪打造成为湾区创新创
业人才高地袁为野融合先锋尧
智美清溪冶及野三个大镇冶建
设提供人才保障遥
渊傅 娴 黄广文冤

东莞市野福彩育苗计划冶秋季班渊清溪班冤开班

80 名寒门学生免费享受才艺培训
本报讯 近日袁由清溪镇
团委联合清溪镇文化服务中
心尧清溪镇青少年活动中心开
展的 2022 年东莞市 野福彩育
苗计划冶秋季班渊清溪班冤正式
开班遥 此次公益培训共设有 4
门课程袁为期近两个月袁共免
费培训 80 名困难学生遥
本次活动由团市委尧市教
育局尧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
办袁由清溪镇团委联合清溪镇
文化服务中心尧清溪镇青少年
活动中心承办开展遥 据了解袁
本次活动集中提供免费的才
艺培训课程袁有街舞课尧美术
课尧篮球课尧少儿主持课等 4
门袁为期近两个月袁为清溪镇
80 名困难少年儿童提供丰富
暖心的文化服务遥

开班仪式上袁团镇委负责
人对本次活动的内容及其事
项进行了说明袁勉励小学员们
把握这次公益培训的机会袁认
真学习袁培养良好的兴趣爱好
并持之以恒曰并希望各位小朋
友尧各位老师都能以本次培训
活动为契机袁共同学习袁共同成
长袁以实际行动为建设野融合先
锋尧智美清溪冶贡献青春力量遥
野本次公益培训报名很火
爆袁幸好我动作快袁帮小孩抢
到一个街舞课的名额遥 冶在开
班现场袁不少家长认为袁这是
专业性与公益性相结合的培
训袁 能培养孩子的艺术特长袁
让孩子得到艺术的熏陶的同
时收获快乐遥
(杨 珊 李远球冤

口罩常戴 安全常在

2022 年清溪镇小学生足球比赛落幕

本报讯 11 月 18 日袁清
溪镇开展野全民戴口罩冶文明劝
导志愿服务活动袁 提醒市民出
行注意戴好口罩尧做好防护袁常
抓疫情防控不放松袁 密织疫情
防控网遥
此次活动由清溪镇宣教文
体旅游办尧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尧 团镇委等部门联合开展袁并
组织发动 21 个村渊社区冤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共同参与遥
当天上午袁清厦村尧居民社
区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工作
人员及志愿者们从清溪文化广
场出发袁深入市场尧重点交通路
口等人流密集地袁手持野全民戴
口罩冶宣传牌袁向过往群众宣传
防疫知识袁 提醒群众在公共场
所 要坚 持 佩戴 口 罩并 及 时更
换袁提高个人防护意识袁做好自
己健康的野第一责任人冶遥

本报讯 足球小将叱咤
赛场袁点亮梦想激情飞扬遥 近
日袁 历时 3 天的 2022 年清溪
镇小学生足球比赛在清溪镇
第三小学落下帷幕遥清溪镇第
一小学尧清溪镇第三小学分别
获得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遥
为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袁以落实野双减冶政策为目
标袁增强学生体质袁培养学生
的团队合作意识和顽强拼搏
的精神袁推动校园足球运动的
蓬勃发展袁清溪镇教育管理中
心举办了 2022 年清溪镇小学
生足球比赛遥
据了解袁2022 年清 溪镇
小学生足球比赛于 11 月 8 日
至 11 日举行袁共有 32 支队伍
参赛遥 比赛分男女两个组别袁
采用上下半场的比赛方式进
行遥 其间袁运动员在绿茵场上

记 者 在中 心 市 场 门 口 看
到袁绝大多数市民都佩戴口罩尧
扫场所码袁积极配合防疫工作遥
野您好袁疫情期间袁请坚持佩戴
口罩遥 冶偶尔碰到外出忘记戴口
罩的市民袁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就会对他们进行劝导袁 送上免
费口罩袁 介绍如何正确佩戴口
罩袁 让他们将防护知识传递给
身边的亲朋好友遥
市民张先生非常支持开展
野全民戴口罩冶行动袁他说院野虽说
戴口罩已经是很多人外出的习
惯袁但还是会有人忘记戴袁或者
戴太久了没口罩及时更换遥 这样
的志愿活动就很便民袁很贴心遥 冶
野坚持戴口罩很重要袁既是
对自己负责袁 也是对他人负责袁
更是对社会负责浴 冶一名志愿者
表示袁通过走街串巷的方式持续
开展野全民戴口罩冶文明劝导行

绿茵赛场 放飞梦想

动袁 是为了呼吁广大市民朋友袁
不论何时何地袁在公共场合都要
规范戴好口罩袁做好个人防护措
施袁不给病毒留下野漏洞冶遥
据了解袁清溪镇充分发挥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宣教阵地
作用袁 统筹动员各方资源力量袁
重点在公园广场尧 景区景点尧商
场超市尧农贸市场等场所袁持续
深入开展野全民戴口罩冶文明劝
导行动袁通过定点宣传和流动宣

传等多种形式袁广泛普及疫情防
控知识袁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强化
自我防护意识遥
据统计袁今年 1 月份至今袁
全镇共免费派发口罩 30 万余
个袁 重点场所设置免费口罩发
放点 198 个袁 开展 野全民戴口
罩冶 文明劝导活动 58 场次袁参
与野全民戴口罩冶文明劝导行动
8600 人次遥
渊何秀蓉 夏任远冤

奋力比拼袁以野友谊第一袁比赛
第二冶的体育精神袁激情比拼袁
每一次奋力冲抢袁每一个射门
进球袁每一声激情呐喊袁都饱
含着同学们对足球运动的热
爱和激情遥经过 3 天的激烈角
逐袁清溪镇第一小学尧清溪镇
第三小学分别获得男子组和
女子组冠军遥
此次比赛增进了校际交
流袁进一步提升了清溪镇小学
生足球运动的竞技水平袁有效
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袁同时
也是清溪镇教育系统 野双减冶
政策下拓宽素质教育的有效
渠道遥 接下来袁清溪镇将以本
次足球比赛为契机袁坚持野立
德树人尧五育并举冶的教育方
针袁继续大力推广校园体育运
动袁为野健康清溪冶持续助力遥
渊夏任远 何秀蓉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