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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街重拳清理整治

无证学生校外托管机构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何津津

8 月 25 日前，必须完成全镇无证学

生校外托管机构清理！ 近日，东莞厚街

召开清理整治无证学生校外托管机构

工作会议。 记者获悉，厚街将于下周在

全镇范围内展开地毯式巡查，“把脉”全

镇所有学生校外托管机构。

摸排：

共

52

家学生校外托管机构

厚街清理整治无证学生校外托管

机构

（ 即学生接送站）

自今年开展以来，

经过前期摸排整治，全镇现有学生校外

托管机构共计 52 家，包括四证齐全的 9

家、 四证不齐的 3 家、 四证全无的 36

家，以及停业但未注销的 4 家。

据了解，今年以来，镇社会事务、教

育办、消防、住建、市场监管、综管办等

多部门对全镇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开展

清理整治联合行动，重点清理整治四证

全无、四证不齐两大类学生校外托管机

构。 经过宣传发动、责令限期整改等阶

段，部分学生接送站在规定时间内按程

序办理了审批手续并补全了材料，如四

证齐全的学生接送站从 4 月份的 5 家

增至现在的 9 家。

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截至 7 月 30

日的《2019 年厚街镇学生校外托管机构

名单》，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在该镇部分

公民办小学周边涌现， 以中心小学、前

进小学、三屯小学等周边居多。 这些学

生校外托管机构大小不一，可同时容纳

少则七八人，多则 120 人。 在提供接送

等服务的同时，逾半数托管机构还准备

了床铺供学生休息。

限期：

8

月

25

日前全部清理取缔

随着厚街镇清理整治无证学生校

外托管机构工作的不断深入，8 月 12 日

起，镇社会事务局将组织相关职能部门

联合执法强制清理。 据悉，清理整治工

作将持续至 8 月 25 日。

期间， 联合执法组将兵分多路，深

入该镇多校周边，按照各自职责查处无

证运营、消防隐患、食品安全等违法行

为， 对所有学生校外托管机构逐一巡

查：符合条件的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可以

继续运营；责令限期整改后申请的将加

强指导和服务； 责令停办的将查处一

家，彻底消除一家。 另外，对于取缔后新

出现的无证学生校外托管机构，镇社会

事务局将组织“回头看”，发现一家，查

处一家，防止整治后出现反弹。

据悉，9 月份，镇社会事务局将通过

媒体公布查处清理情况及合法学生校

外托管机构名单，引导学生和家长选择

规范、合法托管机构。

“四证齐全”指的是接送站

（ 即学

生校外托管机构）

已取得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证书、消防行政许可证、房屋

安全鉴定报告、食品经营许可证。

记者日前从常平获悉，为抢抓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历史机遇，常平将联

合东莞理工学院共建东莞理工学院

常平智能制造与创新学院

（ 简称“ 常

平学院”）

。

8 月 9 日下午，常平镇委书记刘

裕昌，镇委副书记、镇长朱默河，会见

了东莞理工学院党委书记成洪波一

行， 一同走访了桥梓文化展览馆、常

平学院选址并就常平学院合作事宜进

行洽谈。常平镇委委员、武装部部长黄冠

煊、镇委委员翟就洪，镇工信科技局、

文广中心负责人等参与活动。

据悉，根据《东莞理工学院-常平

镇人民政府校地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结合常平镇“定制之都”的目标

定位及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常平决定

与东莞理工学院合作共建常平学院，

重点建设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和专

业交叉融合的教学基地，以及继续教

育、技能培训、科教宣传为一体的多

功能培训基地。 此外，双方还将打造

基于常平镇产业链发展的科技创新

和成果转化等服务平台。

据介绍，常平学院选址位于常平

国际创新港，将通过“三旧”改造方式

进行建设， 建筑面积约 1.6 万平方

米。目前，双方完成决策程序，协商成

立了领导小组及工作小组，并已完成

选址勘探、测量工作等。

刘裕昌表示，常平在全力以赴推

动“香港城”建设的同时，着力抓好常

平国际创新港、常平时代智创产业园

两大创新节点建设。与东莞理工学院

共建常平学院是常平推动科技与产

业融合的具体行动，常平将从建设资

金、企业对接等给予全力支持，希望

东莞理工学院能够充分发挥常平的

产业优势， 根据企业需求建设应用

型、创新型学院，与松山湖总校形成

错位发展；同时尽快明确常平学院的

规划设计，加快建设步伐，力争明年

春季学期正式启用。

“希望双方高起点建设常平学

院，打造大湾区校地紧密合作、产学

融合创新的示范样板。 ”成洪波表示，

东莞理工学院将围绕人才培养的目

标， 全面优化常平学院的功能定位，

并逐步建设成开放共享平台，补齐常

平目前在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科技

创新等方面的短板。

当天，双方还就项目具体建设事

宜进行了深入交流，期望尽早完成此

项目，为常平乃至东莞的产业转型升

级服务。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陈沛林

日前， 信息时报记者从东莞市石排

镇获悉，8 月 9 日， 石排召开了 2019 年

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暨

“迎国庆、防风险、保稳定”百日攻坚十大

行动动员部署工作会议。会上透露，今年

以来， 石排镇扎实推进安全生产监管检

查全覆盖。 1 至 7 月份，镇领导班子成员

共开展检查 765 次，各村

（ 园区）

和镇各

有关部门已落实对 343 家规上企业的监

管检查并建立台账，覆盖率为 100%。

此外， 加大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检查

力度， 排查安全隐患 1034 处并落实整

改。 并持续推进各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行动。 1 至 7 月份，对石排

列入监管台帐的 54 家涉尘企业、93 家

涉有限空间作业企业、6 家锂离子电池

生产企业加强监管， 扎实开展专项执法

检查，排查安全隐患 399 处，已全部落实

整改。同时全面深化安全生产宣教工作，

通过开展各类安全生产培训班、 警示教

育活动、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安全发展

主题宣讲活动、 安全生产应急演练活动

等形式多样、覆盖面广的宣教活动，有效

地提高了企业的安全意识和监管队伍的

业务知识。全镇安全生产形势保持平稳，

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数较去年同比有所下

降，全镇无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会上，石排安委会还印发了《石排镇

“迎国庆、防风险、保稳定”百日攻坚十大行

动工作方案》，方案明确了涵盖“有限空间、

粉尘涉爆、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道路交

通、水上交通、消防安全、旅游安全、高处坠

落、防汛防风”十大方面的行动内容。

此外， 石排镇将坚决落实安全生产

监管检查

（ 巡查）

全覆盖工作，尤其是加

强对重点监管企业的监管检查力度，同

时做好汛期安全防范工作， 全面铺开各

行业的应急演练， 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各

项工作。

会议结束后， 石排镇长郑晓坚即率

领石排镇应急管理分局、石排公安分局、

消防大队等部门对石排重点监管企业和

“三小场所”开展实地检查，详细查看了

重点监管企业安全生产设施、 有限空间

作业场所和劳动防护用品配备等情况，

深入了解“三小场所”消防设施、逃生设

施和用电用气安全等情况。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石排宣

名词解释

石排扎实推进安全生产监管检查全覆盖

8 月 9 日， 东莞市石排镇召开全镇

市场监管暨食品安全工作会议。 记者从

会上获悉， 石排高度重视市场监管和食

品安全工作， 投资 158 万元建设镇食品

安全智控中心， 已于今年 5 月底正式启

用，实现科技化监管。

此外， 投资 880 多万元建设食品小

作坊集中加工中心， 成立石排福恒公司

专门开展运营管理， 是全市少有的以政

府出资建设和运营管理食品小作坊集中

加工中心的镇街， 且小作坊入驻率全市

最高； 划拨 22.9 万专项资金用于推进

“明厨亮灶”建设工作，对符合条件的建

设单位给予 1000 元补助资金，成为全市

率先配套资金补助的镇街。

会议透露，下来，石排将强化校园食

品安全监管，制定了《关于加强全镇中小

学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意

见》，提出要在校园周边 200 米范围内建

立“食品安全严管区”，各相关部门、各村

要加强联动，共同做好“严管区”内餐饮

单位的“灭 C” 以及流动摊贩管理等工

作。

此外，抓实农贸市场监管，督促落实

好场长的主体责任，规范市场管理制度，

严格督促场内经营户做到持证亮证经

营，不经营过期劣质食品；借助启用的快

检室开展好快检工作，保障市民的“菜篮

子安全”。 并强化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加

强特种设备风险点危险源排查管控，持

续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治理行动。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石排宣

相关新闻

石排食品安全智控中心5月已正式启用

当天常

平与东莞理

工学院就规

划等事宜进

行探讨。

通讯员供图

常平携莞理工共建智能制造与创新学院

力争明年春季学期正式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