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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东莞这座全国篮球城市迎来了

多个“史上第一次”，不但史上第一次CBA

和WCBA的总冠军均花落东莞， 广东东莞

银行男篮还成功加冕CBA史上第一个“九

冠王”，东莞新彤盛女篮也为广东捧回了第

一座WCBA冠军奖杯。

为了庆祝这历史性的盛举，同时为2019

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东莞赛区赛事预

热，5月6日晚， 由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主办，东莞市文化馆承办，广东宏远篮球

俱乐部、东莞新世纪篮球俱乐部协办的2019

东莞“篮球之夜”活动在东莞市文化馆举行，

吸引近3000人参加。

2019东莞“篮球之夜”活动内容包括球

迷见面会、省市领导会见球队成员、“篮球之

夜”庆功晚会三个部分，其中见面会和晚会

对外开放， 不少球迷和市民都因此得以与

心仪球员近距离接触。 两支冠军球队的队

员及教练来到现场，与大家见面、握手。 见

面会还设置了现场互动游戏，从现场抽选出

40名幸运球迷分成四队，分别与不同球星组

队比赛拍球，最终冠军队获得了由球星亲手

送上的签名篮球。 活动还设置了抽奖环节，

赠送出纪念T恤200件。

庆功晚会还提供了户外大屏幕、电视直

播等多种观看方式。晚会不仅播出了视频短

片《夺冠之旅》，还播放了队员成长史、球迷

感言等多部短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冠军球

队们登场亮相环节，男篮、女篮分批次上场，

剖析夺冠心声、感谢大家祝福。

2019年篮球世界杯将于8月31日打响，

届时东莞将承办H组小组赛在内的共13场

比赛。在这一历史性时刻，2019东莞“篮球之

夜”活动不但为男篮女篮凯旋而庆功，还激

发了市民热爱篮球、热爱运动的激情，彰显

了东莞“全国篮球城市”的城市文化形象，为

“篮球世界杯” 这项国际顶级赛事宣传、预

热。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新时代文明实践广东‘七个一百’精品项目下基层东莞分会场活动”启动

东莞发布文明有礼18条

□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莞萱萱

5月6日，新时代文明实践广东“七

个一百”精品项目下基层东莞分会场活

动暨“文明进社区，志愿我先行”东莞市

百场志愿服务活动进社区

（企业 ）

行动

启动仪式在中堂镇潢涌村举行。 主题为

“文明进社区，志愿我先行”百场志愿服

务行动进社区

（企业）

的子活动，为本次

分会场活动拉开了帷幕。 该活动也是东

莞分会场活动的亮点之一。

千余市民共享“文化大餐”

据介绍， 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 省文化和旅游厅等联合主

办。 东莞中堂镇作为本次活动全省5个

分会场之一。 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

局

（省版权局 ）

、团省委、东莞市委宣传

部等有关领导出席当日的活动。

本次活动以“践行新思想 传扬新风

尚”为主题。 东莞分会场的活动于5月6

日、7日、8日分别在中堂镇潢涌村、中堂

村、槎

滘

村3个村举行。 本次活动主要内

容为“七个一”，即：一场百姓宣讲、一场

广场集中展演、 一批惠民志愿服务、一

次“种文化”培训、一次走访慰问、一次

“面对面”访谈、一次学习交流。 省、市、

镇派出合计20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伍深

入基层为群众讲政策、送服务。

东莞分会场活动当天就吸引了千

余人次参与。 当晚活动的主题展演晚会

在潢涌村影剧院举行，节目组对晚会进

行了精心策划和用心编排，包括省文联

推送的多个节目， 如男声独唱《这片

绿》、粤曲《不忘初心》等。

活动当晚，省委宣传部等领导带队

慰问了潢涌村的文明家庭黎勤富一家。

黎勤富今年70岁， 他用榜样的正能量、

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去影响、 鼓励、教

育晚辈，家人之间相亲相爱，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弘扬了中华传统美德。 这个家

庭也被评为潢涌村最美家庭和文明户

标兵，同时被推荐申报“市最美家庭”。

百场志愿服务行动进社区

作为本次活动亮点之一的“文明进

社区，志愿我先行”百场志愿服务行动

进社区

（企业 ）

活动

（下称 “百场志愿者

服务行动”）

在现场吸睛不少。 来自湖南

的蒋阿姨今年以来右手旧伤复发，经常

发抖无力。“今天在家门口有免费的诊

疗，我就过来了。 ”蒋阿姨说。 记者在现

场看到，不少市民群众集聚在活动现场

设置的药物回收、智慧物联、法务咨询

等志愿服务摊点前进行咨询。

“百场志愿者服务行动” 由东莞市

文明办、 共青团东莞市委员会指导，由

东莞市志愿者联合会主办。 活动从5月6

日开启，一直持续至今年年底，预计开

展志愿活动超百场。 志愿服务的内容包

括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为市民提供

便捷服务的药物回收、智慧物联、家电

维修、家政体验等，也有为提升市民生

活品质类的烘焙传授、口腔护理与视力

保护、全民阅读、视频美图等；有消防应

急、法务咨询等实用技能，也有金融防

范、全屋防护等安全教育知识。

记者了解到， 目前东莞注册志愿者

超百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2%，实现了全市

592个村

（社区）

志愿服务站的全覆盖。

发布“东莞文明有礼 18条”

活动现场，东莞市文明办还设置了

“文明东莞 从我做起———东莞文明有礼

18条”的文明倡议大型宣传展板，向广

大东莞市民发出“守规矩、讲公德、爱家

园”的“东莞文明有礼18条”倡议。

东莞市文明办副主任张超告诉记

者，“东莞文明有礼18条”倡议是在本次活

动现场首发，首次与市民“见面”。 倡议共分

为守规矩、讲公德、爱家园三部分，每个部分

包含6条文明倡议。通过发出文明倡议，倡导

东莞市民全员参与、全体践行，做东莞文明

的践行者、倡导者和传播者，展现“人人讲文

明，处处倡文明”的良好精神风貌，进一步

加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在全社会营造

文明有礼的浓厚氛围。

东莞“篮球之夜”让全城欢腾

昨日， 东莞市人社局下发

了《关于开展2019年度东莞市

社会医疗保险特定门诊抽查工

作的通告》

（下称《通告》）

。本次

抽查对象是已批复特定门诊病

种含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参

保人， 抽查时间从2019年6月1

日至2019年6月30日。

《通知》称，在此期间，参保

人持本人社保卡 (

或身份证

)原

件、代办人身份证原件(

限他人

代办的

)到就近的镇(

街

)社保经

办机构领取《2019年度东莞市

社会医疗保险特定门诊检查通

知书》， 并携带该份通知书原

件、近期3个月内的门诊病历复

印件、本人社保卡(

或身份证

)原

件及复印件， 到选定的医疗机

构体检中心进行检查。

市社保经办机构将依据此

次检查结果及相关诊疗资料，

为上述抽查对象办理2019年度

特定门诊续审。 续审结果将会

通过电话、 邮寄或公告方式通

知参保人。 对续审结果有异议

的， 由市社保经办机构统一安

排到指定医院进行复查。 市社

保经办机构将依据复查结果重

新办理2019年度特定门诊续

审。

逾期未按以上规定办理抽

查事项的， 社保经办机构将暂

停其特定门诊待遇。下一年度，

参保人需要重新申报的， 按新

申请特定门诊待遇有关规定办

理。 参保人该次检查费用由社

保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直

接进行结算。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东莞开展社会医疗保险

特定门诊抽查工作

“篮球之夜”晚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