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日报社 主办
中共清溪镇委 协办

2022 年 11 月

阴国内统一刊号院CN44原0057

责 任 · 主

流 · 影

阴2022 年第 87 期(总第 1732 期)逢周二尧五出版 阴本期 4 版

响 力

清溪镇召开党委会会议

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和耕地保护工作
检测袁以最快速度尧最高效率尧最
严标准袁科学精准尧快速果断将
疫情野围住尧捞干尧扑灭冶袁用最小
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袁最
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影响遥
会议指出袁清溪镇仍继续面
临市内尧 外输入的双重压力袁全
镇上下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
根弦袁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控的
复杂性尧艰巨性袁坚定信心尧以快
制快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袁确保
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袁筑牢疫
情防控网遥
会议要求袁 要全面做好本轮
疫情的复盘总结工作袁 认真总结
问题和不足袁 对接下来的工作提
出具体建议及改进措施曰 要全面
贯彻落实野优化防控二十条措施冶袁

提升防控的科学性尧精准性袁根据
要求做好相关涉疫人员的健康管
理曰要抓好居家观察人员管控袁做
好登记造册尧核酸检测尧健康监测
等健康管理袁确保管控到位尧核酸
采样到位尧服务保障到位遥
会议还要求袁要继续做好社
会面管控袁压实主体责任袁切实
落实健身场所尧电影院尧KTV尧棋
牌室等密闭场所以及快递物流尧
农贸市场等人流物流密集场所
的疫情防控袁全面排查工作人员
核酸检测以及离莞情况袁落实日
常清洁消毒以及人员扫码尧测
温尧戴口罩等常态化防控措施遥
随后袁会议学习了中央尧省尧
市关于耕地保护有关文件精神袁
研究贯彻落实措施遥
会议强调袁要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尧省尧市关于耕地保护的工
作部署和相关文件精神袁提高政
治站位袁进一步增强耕地保护工
作的政治自觉尧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遥
会议要求袁 要加强组织领
导袁各相关部门尧村渊社区冤要紧
密配合袁挂账销号袁倒逼工作进
展遥 要多措并举袁因地制宜袁根据
撂荒或农业公园等地块尧合法流
出及无法整改的部分等情况袁分
类提出整治方案并落实整改曰要
坚决遏制耕地非法流出袁 各村
渊社区冤要加强基层末端执行力袁
落实属地责任袁加强对辖区内耕
地的管护袁遏制违法新增袁防止
耕地流失袁切实推动耕地保护工
作扎实有序开展遥
渊何秀蓉 夏任远冤

清溪镇领导率队调研铁场村乡村振兴工作

全面加快推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
本报讯 11 月 18 日袁清溪镇
委书记叶锦锐率队到铁场村调研
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推进情况袁强
调要围绕野品质提升冶目标要求袁
突出文化特色袁 注重细节的优化
提升袁着力打造野精品冶项目品质
工程袁 全面加快推进乡村振兴落
地见效遥 清溪副镇长蔡运洪及有
关部门负责人等一同调研遥
当天上午袁叶锦锐一行来到
铁场村袁沿着铁场村门楼尧迎客
广场尧客家围尧村内道路等路线袁
对铁场村村容环境尧基础设施配
套尧公共空间等优化提升工作进
行调研袁详细了解特色精品示范
村项目建设进展情况遥
调研过程中袁 叶锦锐要求袁
有关部门和铁场村要紧紧围绕
野品质提升冶这个目标要求袁坚持
规划先行袁对标先进袁不断优化
细化实施方案袁注重细节的优化
提升袁着力打造野精品冶项目品质
工程曰在坚持野修旧如旧冶原则的
基础上袁切实保护好利用好客家
围尧碉楼等传统建筑和活化传统
建筑的同时袁大力挖掘发展客家
特色文化尧 红色文化和生态文
化袁将特色文化元素充分融入乡
村振兴遥 要加快周边环境提升工
程等特色精品项目及相关配套
工程的建设袁将各特色精品项目
有机串联起来袁全面加快推进乡
村振兴落地见效遥
叶锦锐强调袁要继续解放思
想袁大胆闯试袁创新经营模式袁结
合铁场实际袁让村民共同参与进
来袁 共同建设和维护好美丽家

园袁在增强村民的获得感尧幸福
感的同时袁积极发展野美丽经济冶
野特色经济冶袁让村民切实得到经
济实惠袁赋能乡村振兴遥
据了解袁 地处清溪镇北面尧
银瓶山脚下的铁场村袁 面积 7.3
平方公里袁是惠州尧东莞尧深圳三
市交会之地袁同时也是东莞市唯
一一个没有工厂的行政村袁辖区
内拥有山脉尧峡谷尧林地尧河流尧
湖泊尧湿地尧水库等丰富的自然
生态资源袁同时拥有建于清朝乾
隆二十九年袁距今已有 250 多年
历史的韩氏客家围屋袁建于明代
崇祯年间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
队东江纵队路东干部训练班旧
要广缘庵等人文历史资源遥
址要要
近年来袁 铁场村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袁 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野三农冶工作的
重要论述袁全面落实中央尧省尧
市和镇工作部署袁 依托较为深
厚的客家传统文化尧 红色文化袁
发挥优越的区位优势和自然生
态优势袁以保护和开发客家传统
文化尧红色文化为抓手袁以突出
野古色冶野红色冶野绿色冶 为设计思
路袁 投入 2605 万元开展创建特
色精品村工程袁通过升级村内道
路尧街头小景尧精品野四小园冶和
乡村旅游配套设施等袁打造成为
富有乡愁印记的绿色尧 宜居尧宜
业尧宜游的特色精品村袁大力推
动乡村振兴工作深入扎实开展袁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遥

2021 年 村 组 两 级 纯 收 入
1109 万元袁 同比增加 153 万元袁
村组两级纯收入增速达到 16%遥
其中 经 营总 收 益由 2020 年的
1440 万 元 增 加 至 2021 年 的
1613 万元遥 2021 年铁场村获广
东省农业农村厅授予 渊盆栽花
卉冤广东省野一 村一品冶尧野一镇
一业冶专业村遥 同时袁积极响应
乡村振兴政 策袁 立足 本土实
情袁积极探索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机制袁 加大用地盘活力度袁
逐步扩大农业空间袁依次引进
东莞耕山小寨尧 御茗香茶园尧
莞香文化产业园等文旅项目袁
促进本村经济发展袁同时解决
部分村民就业问题遥
渊黄广文 傅 娴冤

清溪镇召开平安出租屋创建工作推进会

加强流动人口和出租屋服务管理
本报讯 为推进平安出租
屋创建工作袁进一步加强流动人
口和出租屋服务管理袁健全完善
出 租屋源头 治理长效 机制袁11
月 18 日袁 清溪镇召开平安出租
屋创建工作推进会遥 清溪镇委副
书记林海鹏袁 镇相关部门单位尧
村渊社区冤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遥
会议指出袁今年以来袁清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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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 清溪

本报讯 11 月 21 日袁 清溪
镇委书记叶锦锐主持召开今年
第 34 次党委会会议袁 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袁贯
彻落实中央尧省尧市近期关于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
以及关于耕地保护工作有关文
件精神袁部署下阶段相关工作遥
会议首先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尧市会
议精神袁 分析研判目前疫情形
势袁并通报了清溪镇野11窑14冶疫
情处置尧核酸检测工作尧涉疫地
区重点人员落地排查等情况遥
据了解袁在本轮疫情处置工
作中袁全镇上下迅速行动袁实现
阳性病例早发现袁早管控曰迅速
开展了流调溯源袁深入开展密接
人员等重点群体的排查尧 管控尧

22 日

农历 壬寅 年 十月 廿九

镇持续深化出租屋管理机制袁压
实管理主体安全责任制袁全面排
查整治出租屋领域野弱微信号冶袁
严厉打击涉出租屋违法犯罪行
为袁有力维护全镇社会大局的安
全稳定遥 目前袁 各部门单位尧村
渊社区冤参照镇平安办的要求袁构
建工作专责小组袁 按照工作计
划袁稳步有序地推进平安出租屋

创建工作遥
会议要求袁 各部门单位尧村
渊社区冤 务必要提高政治站位袁将
平安出租屋创建工作作为当前一
项紧急政治任务袁 与疫情防控工
作同部署同推进曰 要重点围绕源
头治理尧管理规范尧隐患整治尧基
础数据等方面袁加强协作尧努力消
除隐患袁 全面推进平安出租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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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作曰要强化协调联动尧督促指
导袁定期总结通报工作进展情况袁
形成突出问题集中解决尧 重大问
题共同解决尧 难点问题专题解决
的工作格局遥 同时袁要探索开展技
防尧楼栋长尧微网格尧微信群等多
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袁 推动全
镇出租屋管理水平实现跃升遥
(韩静怡 徐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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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爱心企业（商协会）
为清溪教育基金捐款 451.3 万元

本报讯 11 月 18 日袁
清溪镇爱心企业 渊商协会冤
为清溪教育基金捐款仪式
举行遥 其间袁清溪镇各爱心
企业渊商协会冤代表共同为
清溪教育基金捐款达 451.3
万元遥 据悉袁该款项将全部
用于清溪镇教育扶助工程
项目尧表彰奖励项目尧发展
教育事业项目以及有利于
清溪镇教育事业发展壮大
的活动遥 清溪镇委委员钱暖
枝参加捐款仪式遥
当天下午袁东莞市清溪
工商联渊商会冤尧清溪民办教
育协会尧明门渊中国冤幼童用
品有限公司尧广东省祥文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等爱心企
业渊商协会冤代表参加捐款
仪式袁向清溪教育基金会捐
赠支票遥
其间袁代表们先后上台
发言遥 他们表示袁将全力践
行社会责任袁把社会责任视
为己任袁一如既往地关心和
支持清溪教育事业的发展袁
为清溪教育高质量发展尽
绵薄之力袁为建设野融合先
锋尧智美清溪冶贡献更大力
量遥 同时希望社会上更多有
爱心尧有能力的人士和企业
一起投身到捐资助教公益
事业中袁也希望清溪教育基
金越办越好遥
今年 6 月袁根据相关文
件精神和要求袁清溪教育基
金会向清溪镇各民营企业尧
社会团体尧热心教育人士发
起了募捐活动遥 自叶清溪教
育基金募捐活动倡议书曳发
出后袁广大爱心人士尧爱心
企业慷慨解囊尧 踊跃捐款遥
截至目前袁清溪教育基金会
共募集到善款 451.3 万元遥
其中袁清溪工商联渊商会冤捐
款 187.2 万元尧 清溪民办教
育协会捐款 126.1 万元尧明
门渊中国冤幼童用品有限公
司捐款 100 万元尧广东祥文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捐款 38
万元遥 据悉袁该款项将全部
用于清溪镇教育扶助工程
项目尧表彰奖励项目尧发展
教育事业项目以及有利于
清溪镇教育事业发展壮大
的活动遥
钱暖枝代表镇委尧镇政
府向爱心企业渊商协会冤热
心教育的善举表示衷心感
谢遥 他认为袁爱心企业家们
及其他爱心人士不忘教
育袁慷慨解囊袁为清溪教育
注入了一股暖流袁 将时刻
激励全镇教育工作者及广
大 清 溪学 子 奋 发 图 强 尧 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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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进取遥 野这一善举袁以实
际行动在全社会倡导了良
好风尚袁 唤起了更多人关
注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遥 冶他
还向代表们详细介绍了近
年来清溪教育的发展成
果袁希望广大爱心人士尧爱
心企业能一如既往地给予
清溪教育更多的关心与支
持袁 为清溪教育的高质量
发展作出更多尧更大贡献遥
渊夏任远 何秀蓉冤

新闻延伸院
清溪教育基金会已累计发
放奖励 230.6 万元
清溪教育基金会是清
溪镇人民政府向东莞市社
会组织管理局申请成立的
教育慈善机构袁 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正式成立遥 基金
会旨在通过汇集社会各方
力量袁开展奖教奖学袁改善
办学条件袁扶贫助学袁弘扬
尊师重教优良传统袁培养更
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人才遥 教育基金会的设立袁
不仅汇聚了社会各界对教
育的爱心袁更进一步在全社
会传递教育正能量袁成为清
溪人民崇文尚教的一张亮
眼名片遥
清溪教育基金会成立
之初袁收到了第一笔 200 万
元的爱心捐款袁由此开启了
它的正式运作遥 根据叶清溪
教育基金使用和管理办
法曳袁 基金会自成立之初就
开始对清溪考上大学的户
籍学生进行奖励袁目前已累
计发放奖励 230.6 万元遥 其
中 2018 年奖励大学生 157
人袁 共发放奖励 41.2 万元曰
2019 年奖励大学生 189 人袁
共发放奖励 45.1 万元曰2020
年奖励大学生 260 人袁共发
放奖励 59.3 万元曰2021 年奖
励大学生 362 名袁共发放奖
励 85 万元遥
爱心永不止步 袁 助学
还在持续遥 清溪教育基金
会 捐 赠 账 号 持 续开 放 袁 目
前捐款仍在继续袁 真诚期
待您的参与遥
爱心捐款账名院东莞市
清溪教育基金会
账号院639268776178
开户行院中国银行东莞
清溪支行营业部
转 账 留言 院XXX 捐 赠
渊不愿公布捐赠信息可注明冤
清溪教育基金会地址院
清溪镇行政办事中心 308 室
联系人院徐妞妞
联系电话院0769-87738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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