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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1 日，大朗镇召开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会议，传达落实全市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去年全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

况，并就今年工作进行部署，镇委书

记谢锦波，镇委副书记韩暖渠、镇委

委员傅秩恩、陈志坚、李柱焜、刘茂军

等班子成员参加了会议。

报市有效线索数位居全市第一

据了解，大朗镇高度重视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 累计召开班子会、

全镇性会议 30 余次， 并成立了由谢

锦波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建立办公

室、纪检、组织、宣传、公安等 5 个专

项工作组。 在经费保障上，大朗镇投

入 300 万元启动经费， 设立 30 万元

专项举报奖励金， 并投入 2.6 亿元支

持公安建设，为专项斗争和科技强警

夯实经济保障。

在线索摸排方面，公安、城管以

及大井头、杨涌等单位和村

（ 社区）

线

索摸排数量居前， 全镇报市有效线

索位居全市第一。 在收网打击方

面，组建扫黄禁赌专业队，开展地

毯式打击整治，扫黄禁赌工作成效

全市排名第一。全年打掉涉黑涉恶

犯罪团伙 19 个， 尤其是成功打掉

全市斗争以来首个涉黑组织，打击力

度全市靠前。

多项指标位居全市前列

会议指出，2018 年， 全镇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多项指标位居全市前列，

荣获“2018 年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先进镇”荣誉称号，并在全市总结会

上邀请谢锦波作为全市唯一一个镇

街代表上台介绍经验，得到市领导的

充分肯定。

谢锦波强调，要深挖细查，坚决

铲除黑恶势力“保护伞”； 要边打边

建，坚决筑牢防黑防恶堤坝；要强化

责任担当， 坚决打好扫黑除恶攻坚

战，坚定扫黑除恶信念，全面提升执

行力，主动担当作为，继续深入推进

扫黑除恶工作，确保大朗社会大局平

安稳定，为建设“湾区都市、品质东

莞”贡献力量。

近日，东莞市公安边防支队举行

重大安保任务誓师大会，该支队 9 艘

摩托艇、80 多名民警参加仪式。 东莞

公安“水上铁骑”首次亮相，誓保东莞

水域平安稳定。 昨日，记者走进水上

铁骑， 实地探访这支铁骑的“炼成

记”。

这里有岭南最冷的风

3 月 12 日，晴，当东莞市公安局

虎门边防派出所海上警长董学军把

摩托艇的缆绳固定好重新踏上陆地

后，他才有片刻工夫享受这久违的阳

光。 相对于其他人，董学军或者说“水

上铁骑”的每一个成员对阳光的渴望

更加强烈。

“海面上风大雨大 ，摩托艇没

有挡风玻璃 ， 雨 打 在 脸上 眼 睛

山相当痛 ， 最重 要 的 是还 影 响

视线 ” ，董学军说 。 出海执勤巡

查是“水上铁骑 ”基本的 工作之

一，“我们现在有 6 个基层派出所，

每个所 4 个小时不间断接力巡逻，

保证 24 小时全天都能见警”，东莞

市公安局虎门边防派出所副教导

员张冠中说。

当天上午 10 点， 地表温度 20

摄氏度。 由于海面开阔， 风速快，

直扑脸上，尽管穿着外套仍禁不住

打个冷战。“今天天气好 ，冬天的

话情况就要差多了”， 董学军告诉

记者， 冬天执勤时经常被风吹伤，

“这里有岭南最冷的风”，董学军开

玩笑地说。

大晴天也能湿一身

经过虎门大桥，珠江从这里流入

大海。 在摩托艇驶过虎门大桥之前，董

学军暂时停了下来， 把摩托艇的悬挂在

外浮漂全部拿进了船舷。“海面风浪太

大， 浮漂在外面容易掀起水花浇在身上

浸湿衣服”，董学军告诉记者，风浪大的

时候就算在晴天衣服也能湿半截。

湿身，可以说是水上铁骑的“常

事”，和其他的警种不同，水上铁骑的

救援任务是需要下水的。“很多渔民

捕鱼，不知不觉走到了深水期陷入淤

泥无法自行走出，这个时候就需要我

们下水救援”，董学军说。 据张贯中介

绍，每个队员 1 年参与的救援工作达

到 40 次左右。

一眼看出船只端倪

采访当天，正好有位男子被老板

误送到了边防码头上，经过边铁骑的

查验，该男子竟有吸毒历史，民警立

刻将该男子带回派出所进行尿检。

但这样的“运气”并不是时常有

的，更多的时候则需要靠铁骑们的火眼

金睛。“吃水特别深的船只满载量大，这

时候就要考虑该船只是否装有走私物品

了”， 类似的经验董学军总结了一大套，

一眼便能看出船只的端倪，“正规渔船看

三样，渔网雷达和天线，没有就比较

可疑了，可疑则必查”。

但查验船只与危险并存。2015 年

6 月初的一天， 一艘偷渡的沙船行驶

在狮子洋上，“涨到高位的潮水正在

退潮，水流湍急，海面上伸手不见五

指”，董学军告诉记者，当天正是抓捕

的日子。 次日凌晨 1 时 30 分，三艘边

防快艇再次鸣响警笛，全速靠近目标

沙船。“但目标货船反而加大马力前

进，速度估计有 40 来节

（ 约

80

千米

/

小时

），在船体高速行进的情况下，强

行跳帮

（ 当两船距离足够近的情况

下 ，从己船跳到对方船上）

是十分危

险的，不允许的”董学军说。 边防官兵

只能驾驶快艇逐步贴近货船两侧进

行包抄迫停，期间目标船多次与边防

快艇发生摩擦碰撞，“这时候我们立

刻跳帮过去控制住目标船的人员”。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大朗荣获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先进镇称号

东莞公安“水上铁骑”首次亮相

每个队员 1年参与的救援工作达 40次左右

茶山医院牵手暨南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骨科

专科联盟

3月9日， 东莞市茶山镇茶山医院与

三甲医院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正式签

约成立骨科专科联盟， 成为继与中山大

学附属第三医院胃肠外科、 风湿免疫科

后，第三个专科联盟。 当日，暨南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 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 暨南大学骨科疾病研究所所长查

振刚，东莞市卫健局副局长张亚林，茶山

镇委书记黎寿康， 镇委委员王丽娟等参

加了签约仪式。

据了解，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

一所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 其中骨关节

疾病学科群属该院四大优势学科群之

一。 双方签约后，茶山医院将借助暨南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技术力量、 学科建设

成果及管理经验， 着力提升专科规范化

诊治和重大疾病救治能力， 加快推动骨

科

（ 手外科）

创建成为市重点专科。

据了解， 目前茶山医院已与广东医

科大学合作共建非直属附属医院， 与中

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胃肠外科、 风湿免

疫科组建紧密型医学专科联盟。 2017年，

茶山医院临床护理创建为市重点专科，

实现市级重点专科零的突破；2018年成

功创建为二甲医院。

茶山镇委书记黎寿康表示， 镇委镇

政府将把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湾区宜居小镇，品质活力茶山”建

设的重要抓手，继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千方百计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创造更好

的环境。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刘颖 陈焕国

欧阳教育连锁机构在

虎门开业

日前， 欧阳教育连锁机构在东莞虎

门万科金色里程广场举行开业典礼。 此

次活动邀请了虎门镇及周边的多家教育

集团和培训机构的创始人， 与欧阳教育

连锁机构创始人共同剪彩。

剪彩后， 欧阳教育连锁机构负责人

欧阳老师称， 欧阳教育将致力于幼儿教

育，开业同时，在前期幼小衔接、文化培

优、小主持等课程的基础上，引进国际儿

童数学课和犹太式逻辑思维课， 将更精

准地帮助身边的每一个孩子和家长。 在

谈到欧阳教育使命和后期发展方向时，

欧阳老师说， 她和她的核心团队将用心

用爱去对待每一个孩子， 让在这里的每

一个孩子都快乐，自信地绽放。

在典礼上， 欧阳教育连锁机构的一位

学生家长与大家分享了孩子的改变。 这位家

长说， 孩子自从到了欧阳教育连锁机构，专

注力、学习思维能力等都有很大进步。

当天，现场还进行了一场“最强大脑挑

战赛”。六组家庭用最新引进的国际儿童数学

课教具，在规定的时间内拼各种图形。比赛中

看似简单的图形， 却让家长们颇费了一

番脑筋。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过派发传单的等方式， 大朗让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家喻户晓。

通讯员供图

“水上铁骑”誓保东莞水域平安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