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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肖敏 王勇 姜国良

清明祭祖，除了陆地森林防火，水上

安全同样重要。 4 月 8 日记者从东莞市

海事局获悉，清明节小长假期间，该局针

对性加大了对涉客船舶的现场检查力

度， 共出动执法人员 104 人次， 船艇 28

艘次，巡航 86.5 小时、1019 公里，检查各

类船舶 83 艘次， 水上安全运送旅客

47776 人次， 有效护航市民水上出行安

全。

4 月 5 日上午， 沙田海事处巡航至

沿江高速东江南特大桥附近水域时，发

现废弃的渡口码头边停靠着一艘乡镇自

用船，周边聚集了不少群众。意识到可能

存在风险，执法人员随即进行了干预。经

核实，聚集的几十名群众主要来自深圳，

计划使用准备好的乡镇自用船前往对面

较远的另一条水道进行放生活动。

“航道上来来往往的船舶这么多，又

浪大流急的，一不小心船就翻了，十几个

人的生命安全怎么能有保障。 ”东莞市海

事局沙田海事处副大队长康有良说。 为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康有良要求

船舶不得离开码头， 取消原定的放生计

划，选择就近放生。 经过一番劝导，放生

群众表示理解并服从海事部门的管理，

在岸边放生了已经箱装在船上的鱼类。

放生过程中， 康有良和同事一起全

程在旁边“监护”，提醒船上人员穿好救

生衣，注意自身安全，防止意外落水。 活

动结束后， 他们还向放生活动的组织者

宣传了水上交通安全知识， 建议其今后

在组织相关活动时，能够更加注重安全，

简化活动程序，规范、有序、安全地进行

放生活动， 自觉杜绝使用乡镇自用船进

行放生等类似不安全行为。

据东莞市海事局麻涌海事处执法人

员王勇介绍，清明节期间，针对性加大了

涉客船舶的现场检查力度。“按照往年经

验，麻涌河、海昌码头附近的破流水闸、

淡水河口和里面的漳澎水闸， 是重点要

关注的几个点。我们都是提前做好安排，

出动海巡船、快艇，兵分三路，做好这几

个主要水域的现场巡航和值守， 坚决制

止和纠正快艇超载、 人员不穿救生衣以

及乡镇自用船非法载客等现象。 ”

4 月 8 日， 记者从东莞出入境边防

检查站常平分站了解到， 东莞铁路客运

口岸

（ 简称 “ 常平口岸 ”

） 目前客流平

稳， 旅客正在有序通关， 未出现排长队

现象， 和清明节期间客流高峰差别鲜

明。 据统计， 清明节期间常平口岸出入

境旅客达 5900 人次， 客流较平时大幅

上升， 同比增长了约 25.1%， 其中香港

旅客占出入境总人数的 66.8%， 拜亲祭

祖与港澳游是促使客流高峰出现的主要

原因。

此次清明节期间内地居民因签注无

效无法出境的现象仍然出现， 边检部门

提醒： 内地居民出行前注意查看通行证

背面的签注有效期和有效使用次数，如

遇签注时间过期和签注次数已经用完的

情况， 可就近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

办理新的签注， 也可在办事大厅的自助

一体机上自助加签。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孟丹丹

春光正好， 前往森林公园踏青休

闲成为市民热门选择。 4 月 8 日记者从

东莞市林业局获悉， 清明小长假期间

全市十大森林公园共接待游客 121.46

万人次。 其中，大岭山森林公园 25.19

万人次， 大屏嶂森林公园 11.83 万人

次， 银瓶山森林公园 17.94 万人次，黄

旗山城市公园 11.24 万人次，同沙生态

公园 17.93 万人次， 水濂山森林公园

14.1 万人次， 碧湖森林公园 2.4 万人

次，南门山森林公园 5.38 万人次，黄牛

埔森林公园 3.45 万人次， 山水天地森

林公园 12 万人次。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邓梓滢

清明假期期间， 清溪森林公园和清

溪大王山森林公园迎来东莞及深圳、惠

州、广州等周边市镇市民休闲观光，据统

计，清明三天，两大森林公园游客量超 22

万余人次。

清明假期， 清溪森林公园一片绿意

葱茏， 景色宜人。 据森林公园管理处统

计，清明小长假，清溪森林公园接纳游客

超 10 万人次。其中，最高峰出现在 4 月 5

日，也就是假期首日，当天游客量超过了

4.6 万人次，车次也是达到了 9000 辆次。

另外，在清溪镇第九届“赏花行”的

带动下， 清溪大王山森林公园迎客量达

到了 12 万人次，其中假期首日的游客量

就达 6 万人次。 市民除了可以在这里观

赏到禾雀花外， 还可以参加客家土特产

美食节，品尝到多种客家美食，感受人文

与自然的乐趣。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夏任远 叶锦叶 甄鑫

最美人间四月天， 东莞桥头镇三百

亩莲湖里初生的荷叶也已崭露头角。 清

明小长假期间，阳光灿烂，吸引不少游人

到莲湖踏青游玩。

据了解，自莲湖蓄水育苗后，天气逐

渐升温，水中沉睡的荷种长出了嫩芽，有

相当一部分已经生长出荷叶， 接下来将

要进行莲湖的施肥、防虫等工作，以保障

荷苗健康生长， 预计半个月左右莲湖将

会再现满湖绿叶、荷叶田田的景色，而荷

花盛开的时间将出现在五月初， 五月下

旬至六月上旬，将迎来荷花盛花期。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莫衬玲

日前， 记者从东莞香市动物园获

悉， 清明小长假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近 4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据悉，上个

月园区引进了一批来自南美洲的树

懒、食蚁兽进驻动物园，这些网红动物

吸引了不少市民关注。

清明节当天， 记者来到香市动物

园看到， 萌萌的大熊猫、 羊驼， 凶猛

的狮子、 老虎， 高大的长颈鹿、 亚洲

象， 可爱的环尾狐猴、 细尾

獴

， 美丽

的孔雀、 鹦鹉等， 都吸引了游客们驻

足观赏， 拍照留念。 香市动物园总经

理助理王婷告诉记者， 除了本地游

客， 还有不少游客来自惠州、 中山、

深圳等地。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东莞海事局护航水上出行安全

清明小长假期间成功劝导一起存在安全隐患的放生活动

简讯

南城街道金融办

公开招聘

东莞市南城街道办事处金

融办公室面向全日制本科学历、

全日制研究生学历群体公开招

聘专业技术工作人员 3 名， 主要

针对金融类、经济学类、法律、审

计等专业，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职

称或有相应金融业职业证书、有

金融执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招聘

工作人员涵盖推动金融产业发

展政策与规划的组织实施、培育

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强化对新

兴金融业态日常监管、防范化解

地方金融风险等领域工作。

本次招聘采取公开、公平、公

正的招聘方式，简历筛选合格后，

进入笔试环节，笔试为行测申论

考试，成绩优异者将接受面试环

节， 最终遴选录用优秀工作人

员，体检合格且政审通过后予以

正式录用，获聘人员将与南实集

团签订劳动合同，薪酬待遇参照

街道办事处专业技术类人才待

遇标准执行。

即日起至 4 月 15 日，有意向

者可按照招聘岗位要求，将简历

投递至指定邮箱 dgjrbhr@163.

com 进行报名。 咨询电话：0769-

87073593

（ 罗小姐） 。

报名结束后，

由招聘单位进行资格初审。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东莞美术作品展

启动征稿

目前，“莞艺扬帆计划” 项目

之“传大美之艺 绘时代底色———

2019 年东莞美术作品展”正在征

稿。 只要是东莞户籍、 籍贯或者

生活、 工作在东莞两年以上的艺

术爱好者，均可投稿参加，作品种

类为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粉

画、漆画、综合材料绘画，征稿日

期截至 8 月 9 日。

据悉， 该活动由东莞市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 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市教育局、莞城街道办事

处主办， 莞城美术馆承办。 投稿

作品需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七十周年的主题， 结合社会生活

热点及当下艺术发展方向、现状，

鼓励创新，提倡反映时代发展、彰

显时代精神、 反映人民生活的作

品。

此次展览作品评审组成员将

由广东省美术家协会有关专家、

莞城美术馆特聘顾问和莞城美术

馆学术委员会成员等组成， 计划

评选出 10 件“优秀作品”和若干

件“入选作品”

（ 以投稿数量核定

入选数）

。“优秀作品”和“入选作

品”拟定于 9 月下旬至 11 月中旬

在莞城美术馆展出。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常平口岸客流增长25.1%

东莞十大森林公园

接待游客121万人次

清溪两公园迎客

超22万人次

桥头莲湖小长假

游人如织

香市动物园游客数量创历史新高

游客正在香市动物园景区欣赏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