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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今秋新增一所公办小学

预计可提供2160个学位

□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南城宣

为缓解公办小学学位紧张现状，

今年9月东莞南城将新增一所公办小

学。 近日，记者获悉，南城阳光第八小

学正在抓紧建设，计划9月份开学，届

时可提供2160个学位。 可帮助解决雅

园社区一带适龄儿童就近入学问题。

学校建设总投资约1.8亿

据悉，南城中心小学分校

（雅园

小学 ）

为市重大建设项目之一，也是

南城重点民生工程。 目前，南城中心

小学分校

（雅园小学）

，也就是南城阳

光第八小学正在抓紧建设， 计划9月

份开学，届时可提供2160个学位。

在南城宏伟六路与宏伟七路的

交叉处，南城阳光第八小学建设工地

一片繁忙。 南城阳光第八小学建设项

目，建筑面积43954.71平方米，总投资

约1.8亿元，主要有教学楼、办公楼、室

内运动馆等在内的11个单体工程，目

前，总工程量完成约70%，计划7月中

旬完成建设。

记者获悉，南城阳光第八小学办

学规模为48个班， 可提供2160个学

位。 其中，第一学期计划招收一年级8

个班。 目前，南城教育部门已面向全

国招聘优秀教师。 届时将先从中选聘

20多位优秀教师组成阳光八小的教

师队伍，在教师上岗前，还将开展一

系列培训。

南城阳光第八小学9月开学

据了解，阳光第八小学计划于今

年9月份开学， 建成以后将会大大缓

解雅园片区学生就读的压力。 阳光第

八小学最大特色在于它的因地制宜，

对学校的文化构建是以雅字为特色

的校园文化构建。

按照南城街道办事处教育办公室

公布的《南城街道公办小学学区划分

暂行规定》， 阳光八小招生对象为：雅

园社区居民户籍生以及户籍地址在东

骏豪苑、朗晴居中熙弥珍道、朗晴轩、

玫瑰公馆等楼盘的户籍适龄儿童。 目

前， 符合学区划分规定要求的市民可

以准备资料向所在社区报名了。

日前，信息时报记者从东莞石碣

镇获悉，4 月 7 日，东莞市河长办通报

了全市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 2018

年度考评结果， 石碣获评良好等级，

位列全市第 12 名。

据介绍，过去一年，石碣从河长

制六大任务落实、 截污管网建设、河

道保洁、 保洁巡查、“广东智慧河长”

平台使用等方面全面发力，推动各项

工作开展。 石碣由镇委书记罗晓勤担

任第一总河长，镇长香杰新担任总河

长，多次带队实地调研水环境整治情

况，了解截污进展建设，科学有序地

开展整治工作；各镇、村级河长按照

巡河频次要求， 落实每月巡河工作，

掌握管辖河流基本情况，发现河流整

治黑点难点， 制定河流整治保护方

案，确保石碣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落

地见成效。 2018 年至今，石碣镇、村级

河长共落实巡河近 1400 次， 落实整

改 900 多个，各级河长发现问题均能

有效解决及持续跟进中。

据介绍，按照“截污、清淤、活源、

治堤”的治水思路，石碣有序推进截

污管网建设。 截至去年底，截污管网

验收完成率为 87.93%，截污管网移交

率为 87.88%。 其中，第一、二批次截污

管网建设已竣工验收，第三批次已铺

设约 41.45 公里截污管网， 完成总工

程量 98%，计划今年 6 月完成建设，第

四批次已统筹开展建设工作。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石碣宣

日前， 东莞市 2018 年环境保护

责任考核结果出炉， 石碣镇环境保

护责任工作获评良好等次。 据悉，

去年， 石碣全面打响蓝天保卫战、

水污染、 净土污染防治攻坚战， 持

续开展“散乱污” 企业淘汰整治、

黄标车淘汰、 截污次支管网建设、

内河涌整治、 分散式处理设施建设、

固体废物清查行动等工作， 全方位

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石碣镇委书记、镇长还多次率队

深入“散乱污”企业，高压重拳打击各

类环保违法行为。 石碣镇“散乱污”任

务整治数为 250 家，2018 年共排查企

业 620 家，关停取缔 313 家，整治改造

160 家。 石碣全面铺开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工作， 共清查企业数 7524

家, 其中， 确定列入普查对象的企业

数 2937 家，清查完成率 100%。 目前，

石碣镇已进入入户普查阶段，将对有

关企业进行入户普查和数据采集，争

取按时按质完成普查任务。

据了解，今年，石碣镇将继续做

好水污染防治水平提升、大气污染防

治、固废和土壤污染、构建全民参与

环保浓厚氛围、提高环境执法监管水

平、全面推进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等六方面工作。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石碣宣

4月9日下午，东莞高

埗

镇大肠癌

免费筛查项目

（

2018~2020

年 ）

第二轮

筛查启动仪式在低涌村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举行，成为全市率先启动大肠

癌免费筛查项目的唯一一个镇街。 当

日，高

埗

镇长邓炳华，东莞市卫生健

康局副调研员宋洪南，中山大学附属

第六医院消化内科专家等等约200人

参加活动。

据介绍，大肠癌是我国重点防控

的恶性肿瘤之一，高

埗

镇去年把大肠

癌免费筛查项目列入十大民生实事

之一，分三年进行。 据统计，2018年高

埗

共组织医护人员深入各村

（社区）

21次，完成了19个村

（社区）

现场筛查

共4349人；初筛阳性

（包括问卷调查

高危因素 ）

共2235人；结肠镜检查发

现结肠息肉78例， 病理检查结肠癌5

例

（早癌

4

例 ）

，进一步提高了大肠癌

早诊早治率，助力提升全镇居民健康

水平。

随着今年高

埗

镇大肠癌免费筛

查项目第二轮筛查的启动，将继续对

40岁~74岁

（

1979

年

1

月

~1945

年

12

月）

的高

埗

镇户籍人口

（已参加

2018

年筛

查的除外）

提供服务。 符合筛查条件

的群众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到高

埗

医

院预约筛查，或提前了解所在村的筛

查时间，携带本人身份证到所在村委

会进行检查。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高埗宣

莞城开展天然气专项检查

日前， 东莞市莞城街道相关部门负责

人前往莞城实验小学、 莞城步步高小学等

学校进行天然气专项排查整治， 加强燃气

安全管理工作，以确保学校用气安全。

当天， 莞城街道党委副书记张彤飚

一行检查了学校饭堂燃气设施设备运行

情况，包括法兰、阀门、充装等部位、管道

走向、识标牌、泄露检测报警设施等。 同

时， 张彤飚一行向学校详细了解了设备

使用时长， 以及用气各项制度和措施的

落实情况等， 要求学校要严格落实各项

安全防范措施、定期检查燃气设备，牢固

树立安全红线意识。 另外，相关工作人员

向学校进行了安全用气的宣传讲解。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莞城宣

石排认定首个

职校定点实习实训基地

日前， 信息时报记者从东莞石排镇

获悉，经东莞市相关部门综合考评，东莞

志盛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成功被认定为

“东莞市职业院校定点实习实训基地”，

是石排镇首家荣获此称号的企业。 近日，

据了解，近几年，石排镇企业与东莞

市技师学院有着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

志盛公司多年来长期与技师学院通过校

企合作形式，开展实习、技能培训班等合

作，为企业培养人才、帮扶企业招用人才

打下坚实基础。 目前有 26 名市技师学院

中德班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的应届毕业

生在志盛公司开展实习。 此外，石排镇内

的广东气派科技有限公司在技师学院开

展了冠名班， 东莞永捷塑胶制品有限公

司与技师学院开展了勤工俭学方面的合

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石排宣

东城书法临创展启动征稿

4月10日，记者获悉，第二届东城书

法临创展暨交流展现已开始征稿。 该活

动由东莞东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东城

文化服务中心联合主办， 东莞市文化馆

东城分馆、 东莞市书法家协会东城分会

为承办单位。

征稿对象为年龄在18岁以上， 在东

城辖区内生活、 工作的书法爱好者和书

法作品曾入选东城历年书法展览的作

者。 作品分创作和临摹两大类，创作作品

书体和形式不限，不接受硬笔书法投稿。

每位作者可同时投创作和临摹作品各3

件以内。 投稿时间截至5月5日前，稿件可

寄

（交 ）

到：东莞市东城街道东城支路东

莞市文化馆东城分馆。

主办方将从来稿中评选出佳作奖10

名，其中创作作品7件、临摹作品3件，每

名奖金800元；优秀奖20名，其中创作作

品15件、临摹作品5件；特邀分会副秘书

长以上成员和中书协会员创作部分作

品。 以上共40幅作为东城优秀作品与长

安书协举行书法联展，并编印作品集。 在

剩余的作品中评选创作与临摹作品40件

为入展。 与长安书法联展后将举办“东城

第二届书法临创展”。 所有入展作品均由

主办单位统一装裱并颁发入展证书，每

人赠送两册联展作品集。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东城宣

东莞河长制考评结果出炉

东莞环境保护责任考核结果出炉

高埗启动第二轮大肠癌免费筛查

助力孝义高埗建设，成为全市率先启动该筛查项目的唯一一个镇街

高 埗 镇

大 肠癌 免 费

筛查项 目 第

二 轮 筛 查启

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