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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继伟 秋平

记者近日从塘厦镇获悉，5 月 13 日

至 6 月 3 日，东莞市生态环境局组织精

干力量，联合塘厦镇执法人员在全镇开

展石马河流域专项联合行动。 行动中，执法

人员共现场检查企业 283家， 其中检查涉

水企业 115家次，检查涉气企业 109家次，

散乱污企业 69家次，现场取样监测企业 8

家。 检查中共发现环境违法行为 96 宗，

已现场查封 6 家，拟立案查处环境违法

行为 17 宗，拟处罚金额约 191 万元，拟

转公安部门行政拘留责任人 4 家。

据了解， 东莞市自 5 月 13 日起对

石马河流域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环境综

合执法专项联合行动，分为前期准备阶

段和执法行动检查阶段进行，检查范围

为石马河流域的塘厦等 7 个镇，检查对

象为 7 个镇石马河流域干流或支流周

边工业集中区域内的涉水企业，包括排

放废水工业企业、工业废水回用零排放

企业、零散废水产生和转移企业、“散乱

污”涉水企业等。

塘厦生态环境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对在抽查中发现的问题将从严处

理，坚决打击非法排污行为，维护人民

群众环境权益，切实提升水环境质量。

据统计，今年以来，东莞市生态环

境局塘厦分局立案查处 75宗，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书 116份， 已处罚金额 959.5万元，

正在办理处罚程序拟处罚金额 458.3万元，

责令停产企业 1家，查封 21家，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案件 5宗， 已上报转公安部门行

政拘留责任人 8 家，拟上报转公安部门

行政拘留责任人 7 家。

日前， 东莞市沙田镇多部门联合

行动， 对广深港高铁沿线的简易铁棚

和占用规划道路的砖混铁皮房进行拆

除。

记者在福禄沙桂枝洲市场旁看

到， 原本宽敞的村道被违法搭建的砖

混铁皮房侵占，车辆已无法通行，各种

线缆也随意乱拉。 此次联合行动，共出

动执法人员 120 人次、钩机 3 台、施工

车辆 6 辆， 共拆除清理乱搭乱建砖混

铁皮房、窝棚 32 间，拆除建筑面积近

3000 平方米。

据悉，上一周，该镇城管执法部门

开展对广深港高铁沿线各类违法建筑

物进行清理的专项整治， 沙田城管执

法分局先联合属地村委会对沿线各类

违法搭建当事人发放告知书， 耐心解

释整治要求， 劝导当事人尽快配合清

理个人物品。 据统计，上一周已经拆除

窝棚、铁皮棚 39 个，拆除面积约 3250

平方米，有效改善了高铁沿线环境。 接

下来， 沙田城管执法分局将按照相关

工作部署继续开展沿线整治工作。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沙田宣

日前，2019“美丽乡村·活力道滘”

环岛徒步活动在东莞市道滘镇蔡白北

岛举行，道滘镇领导班子、政府各部门

及企事业单位、各村

（ 社区）

工作人员

及户外运动者共 3000 多人， 沿着风景

秀丽的蔡白北岛环岛徒步 6 公里，倡

导绿色出行的生活理念及宣传蔡白北

岛环境整治成果。

活动开始前，众人齐唱《我和我的

祖国》，以优美动听的歌声拉开活动序

幕。 当天上午 8 时许，道滘镇委书记谢

卫东为徒步活动启动鸣枪，2019“美丽

乡村·活力道滘”蔡白北岛环岛徒步活

动正式展开，3000 多人分三批从蔡白

龙灯广场出发， 围绕蔡白北岛环岛徒

步一周，全程 6 公里。 参与徒步的市民

表示，蔡白北岛沿途风光优美，绿树成

荫，再加上今天天气给力，徒步感受非

常好。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活动以环保

为主题， 主办方给每位参与活动的人

员派发使用可降解材料制作的环保

袋， 让他们徒步过程中随手拾起路边

的垃圾，放到环保袋中，向全社会提倡

做“零废弃跑者”的运动环保理念。

道滘镇委委员莫汉成在动员致辞

时表示， 希望大家倍加珍惜良好的自

然生态，当好环境整治的带头人、监督

员和倡议者。

据了解， 道滘镇高度重视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全面完成洗

（ 堆）

砂

场、禽畜养殖场等污染产业清理淘汰。

尤其去年以来道滘镇在美丽乡村建设

上大手笔投入、大力度推进，先后建成

南城湿地公园、 江滨公园和寿桃嘴公

园， 全力打造蔡白北岛生态居住连片

示范区和省级“万里碧道” 建设试

点———20 公里北海河绿色慢行系统，

让广大群众短时间内看到了乡村品质

提升带来的显著变化。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刘应林 叶月琼 赖惠芳

塘厦重拳打击多家超标排放企业

立案75宗查封21家涉污企业

沙田清理近3000平违建窝棚铁皮棚

道滘：3000余人拾荒徒步6公里

记者从谢岗获悉，6 月 7 日一骑

电动自行车的中年妇女抢夺路人手机，

该案在接报后不到 2个小时即告破，目

前，违法人员蒋某已被行政拘留。

6 月 7 日 9 时 30 分，在谢岗镇谢

山村委会路口附近， 张女士在路边打

电话时， 被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中年

妇女抢去一部 VIVO 牌手机。

12 时 45 分， 张某到谢岗公安分

局黎村派出所报案。接报后，谢岗公安

分局立即启动“打盗抢、破小案”工作

机制展开侦查，联合情报作战中心，同

步上案开展视频追踪嫌疑人身份核查

等侦查工作。

在东莞市局有关业务部门支持

下，6 月 7 日 14 时 18 分，刑侦大队办

案民警在大厚公园将违法嫌疑人蒋某

（ 女 ，

52

岁）

抓获，在蒋某出租屋内起

获涉案手机。

至此， 该案在接报后不到 2 个小

时即宣布告破。目前，违法人员蒋某已

被行政拘留。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谢岗公安分局

52岁妇女抢手机不到两小时被拘

记者从凤岗镇获悉，6 月 9 日下

午， 凤岗镇第十二届青少年象棋锦标

赛在镇体育馆落下帷幕。 来自全镇各

中小学校的 380 多名小棋手， 通过棋

坛对弈的方式， 展现了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

男子组

（ 共四组 ，每组前

20

名进

入获奖名单）

共 80 人获奖，女子组

（ 共

两组， 每组前

20

名进入获奖名单）

共

40 人进入获奖名单， 凤岗中小小学、

凤麟棋院等 9 个队伍进入团体获奖名

单。组委会表示，传承多年的赛事不仅

为喜欢象棋的青少年搭建了一个相互

学习交流、切磋棋艺的平台，同时也增

强了他们学习象棋的兴趣， 丰富了课

余生活。

作为全国象棋之乡， 凤岗镇除了

举办“杨官璘杯”全国象棋公开赛这样

的高水平专业赛事， 每年还举办多项

群众性象棋赛事。 为更好地培养青少

年象棋选手， 凤岗镇青少年象棋锦标

赛共分为男子甲、乙、丙、丁组和女子

甲、乙组六个组别，个人名次排名按积

分、对手分、胜局、上轮成绩顺序区分，

借此鼓励选手形成良性竞争， 挖掘象

棋新秀，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促进象

棋文化的普及。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凤岗宣

凤岗第十二届青少年象棋锦标赛落幕

日前， 一场关爱留守儿童的主题

演唱会在东莞虎门会展中心上演。 来

自革命老区井冈山、 在东莞奋斗多年

的歌手阿火与同行们拿出十八般武

艺，完成了他的首场公益主题演唱会。

在慈善拍卖环节中， 多位企业家被阿

火的热情与公益事业所打动， 纷纷慷

慨解囊，鼓励他一路前行。

主办方还请来了北京实力派原唱

歌手正云、陈玉建等人助阵。 而且，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退休科技工作者

任维华先生还专程从山东老家赶

来，并且现场挥毫写下“稳如泰山”

等作品捐赠给阿火，书法加上两幅

国画 ，组委会予以当场拍卖 ，并承

诺拍卖部分收益所得用于资助井

冈山留守儿童。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关爱留守儿童 歌手阿火虎门演唱会火爆

6 月 10 日，东莞石碣镇新一轮儿

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启动， 对辖

区内 36 所幼儿园的 11064 名幼儿开

展口腔涂氟防龋活动， 给他们的牙齿

穿上一件“保护衣”。 预计 7 月上旬完

成幼儿园大班孩子涂氟，9 月开学后

幼儿园中班和小班幼儿可享受这一福

利。

据了解，自 2017 年东莞出台《儿

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实施方案》，

提出免费为全市 7~9 岁的儿童窝沟封

闭，为 3~6 岁的幼儿园孩子涂氟以来，

石碣每年都会为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儿

童开展相关活动。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石碣宣

石碣免费为万名幼儿牙齿穿“保护衣”

每位参与活动的人员派发使用可降解材料制作的环保袋，徒步拾荒。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