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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从东莞市第一人民法

院获悉，该院南城人民法庭(

下称“ 南

城法庭”

)与东莞市江西商会

（ 下称“ 江

西商会”）

共同签署了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工作框架协议，并揭牌成立江西商

会调解工作室。 调解工作室成立后，

来自江西商会的特邀调解员快速化

解了两宗在莞江西人的适调纠纷案。

《框架协议》 确认双方共同建立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南城法庭驻东

莞市江西商会调解工作室”， 南城法

庭邀请江西商会作为特邀调解组织

参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据南城法庭庭长刘晓宇介绍，江

西商会调解工作室将设有 9 名驻点

调解员，主要针对涉江西的民商事案

件开展调解工作，范围包括主体涉江

西、交易主要内容涉江西的民商事类

案件，以及其他涉及适合商会调解的

民商事纠纷。 他表示，与江西商会签

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协议，共同

成立调解工作室，是南城法庭在诉调

对接工作上的一次有益尝试，如果机

制运行顺畅，将进推广至其他商会。

此外，在江西商会担任执行会长

的程小华也是这次成立调解工作室

的推动者之一，他介绍，当前在东莞

工作生活的江西籍民众共有 147 万

人，企业达 9 万多家，在日常的生产生

活、商务活动等过程中免不了产生纠

纷矛盾。 调解工作室挂牌成立后，将

充分发挥同乡关系的优势，甚至邀请

行业专家参与调解，化解内部矛盾纠

纷，共同为东莞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出一分力。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刘伟乐

12 月 2 日，东莞交通安全宣教基

地揭牌暨“安全文明驾驶人”系列活

动颁奖礼举行，以基地揭牌、树立东

莞“安全文明驾驶人”典范、展现“礼

让斑马线” 最美摄影瞬间等， 迎接

“122”全国第 8 个交通安全日的到来。

东莞交通安全宣教基地运用“两

个教育”的理念，结合东莞地方交通

文化与真实实物案例，运用先进的科

学技术，打造全国一流的道路安全文

化教育基地。 基地总面积 1500 多平

方米， 分为机动车驾驶人学习体验

区、儿童青少年宣教活动区，综合运

用多维宣教理念， 有效整合交通管

理、交通安全文明等宣教内容，可实

现观察体会、互动体验、情景感悟等

多重宣教模式。

让人触目惊心的模拟事故案例

车辆残骸、一走进去就晕眩的醉酒体

验小屋、先进的 VR 乘车/溺水体验装

置……记者在基地现场看到，通过现

实情境模拟结合 VR 体验、3D 影像等

先进手段，东莞交通安全宣教基地不

仅让人学习到许多交通安全知识，还

可通过多种形式的体验，给人进行真

实交通事故的警示教育。

作为“中国人民保险”2019 东莞

“安全文明驾驶人” 评选系列活动的

一个重要内容，“礼让斑马线”最美瞬

间摄影大赛经过两个多月的征集，共

收到 1000 多幅作品投稿， 最终有 70

幅作品获得相机类和手机类的一、

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活动现场，摄影

大赛获奖作品展同时开展，展现交通

安全文明最美瞬间。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11 月 30 日，“守规则除隐患，安

全文明出行”2019 年全国第 8 个交通

安全日

（ 东莞）

主题活动启动。 活动现

场推出多种体验式互动，让市民在参

与中提升安全意识。 今年的“122”主

题活动是东莞市近年来规模最大的

一次， 其他各镇街也将在 12 月 2 日

前后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

东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刘沛雄， 东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指

挥中心主任潘建军，东莞市文明办副

主任张超，东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

队长李中文以及交通运输局、 教育

局、应急管理局、平安产险东莞分公

司等单位的相关领导出席主会场活

动。

全市

6

场主题活动同时举办

随着东莞汽车保有量突破 320

万， 提升广大市民的交通安全意识、

文明意识和法治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今年“122”主题日宣传活动是东莞近

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除了在东莞市

图书馆广场设立主会场外， 还在麻

涌、虎门、塘厦、茶山、常平 5 个镇街

设立分会场，全市 6 场主题活动同时

举办，带动市民广泛参与。

喝酒吹气，体验酒驾测试；亲子

互动交通模拟， 让孩子学习交通知

识；直升机交通救援展示；帅气的铁

骑机动重机手表演；警保联动劝导展

示、便民服务终端机……为了带动市

民积极参与，本次活动各个会场都设

立了预防酒驾互动体验区、交通模拟

路口亲子体验区、交通安全警示宣传

区等不同互动体验区域，让市民在生

动有趣的互动体验中，提升交通安全

意识。 主会场和分会场的现场舞台展

演节目通过小品、歌曲、情景剧、相声

等多种形式，进行交通安全宣传。

刘沛雄表示，东莞全市公安交警

部门要加强与各部门的协作，积极构

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交通安全宣教

格局，共同营造安全、文明、有序的道

路交通环境。

据东莞交警部门透露，此次主会

场活动结束后，交警部门还会持续开

展多项宣传活动。

杜锋担任东莞交通安全文明大使

据悉，从今年起，东莞交警部门

邀请中国男篮国家队主教练杜锋、东

莞广播电视台新闻主播刘新建担任

东莞交通安全文明大使，通过广大市

民熟悉的公众人物，引导市民参与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 关注交通安全，共

建文明交通。 此次活动中，东莞交通

安全文明大使杜锋、刘新建现身主会

场舞台，与现场观众互动，号召东莞

市民共同参与交通安全文明行动。

前来参与活动的市民李先生体

验后颇有感触，他认为，举办这样的

活动非常有意义， 平时他也经常开

车，但在这次活动中，他不断加强了

交通安全的理念，也学到了很多平时

不注意的交通安全知识，了解了“快

处快撤”的流程，受益良多。

东莞举办2019年全国第8个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

男篮主教练杜锋为东莞交通安全“打call”

东莞“牵手山区小伙伴”

交流体验活动走进博罗

11 月 30 日，东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第十一届“牵手山区小伙伴”交流体验

活动走进惠州市博罗县横河镇嶂背耀伟

畲族小学。东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组织

了 40 组东莞家庭与该校师生牵手交流并

赠与了活动教具。主办方希望通过本次活

动进一步拉近城乡儿童、各民族儿童之间

的距离，使不同环境、不同生活状况的少

年儿童架起沟通的桥梁。

当日，为了融洽两地儿童感情，老师

们精心准备了游戏揪尾巴、 无敌风火轮、

打地鼠，音乐游戏课程、手工课程、团队拓

展课程。 在游戏奔跑的笑声中，两地孩子

不再陌生，不自觉的小手拉小手。 游戏结

束后，东莞的孩子和家长来到当地小伙伴

家中走访，学习生活技能、劳动技能。其聪

小朋友说：“我们在田里赶鸡、捉鸡，这是

我平时没有接触过的新鲜事物。 ”圣岳小

朋友说：“今天，小伙伴教会了我如何分辨

橘子的酸甜。 ”当日下午，东莞的孩子们还

去到了乡间田野，动手挖红薯、砍甘蔗。孩

子们说：“自己挖的红薯一定特别甜，要带

回去给奶奶尝尝来自我好朋友家乡的味

道。 ”

据悉，“牵手山区小伙伴”交流体验活

动是东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常年开展

的一项品牌活动， 自 2009 年开展至今已

10 年了， 每年都会组织一批东莞城市儿

童走进山区，和山区孩子交朋友，感受纯

朴的农村生活，引导孩子们去关注自我以

外、身边以外的人和事，帮助孩子们在与

不熟悉的世界和个人的交往中进一步认

识客观事物， 也为他们提供开阔视野、互

相学习、共同进步的机会。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李茂荣

石排镇多措并举

深入推进全民禁毒工程

东莞市石排镇“知识宣传”“帮扶慰

问”多措并举，不断深入推进禁毒宣传进

村

（ 社区）

。 11 月 27 日，石排镇禁毒办联

合石排公安分局在中坑村开展“健康人

生，绿色无毒”禁毒宣传活动，派发禁毒宣

传资料 120 多份。

活动通过播放《禁毒法》《戒毒条例》

宣传视频、展示仿真毒品模型、派发禁毒

宣传单及宣传品、展示禁毒海报，发动村

民关注公众号并推荐扫描“广东禁毒”“东

莞禁毒”“石排禁毒” 微信二维码等方式，

让群众学习更全面的禁毒知识。群众在观

看仿真毒品的同时， 禁毒社工还现场讲

解， 让群众直观了解毒品的种类及危害，

同时通过现场咨询的方式解答群众在毒

品方面的疑惑。 有村民表示，参加本次禁

毒宣传活动，加深了对毒品的认识，会自

觉抵制毒品，主动跟毒品说不。

此外， 为推动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8.31”工程建设，加大戒毒帮教的工作力

度及拓宽工作渠道，11月26日， 石排镇禁

毒办、石排镇社区戒毒康复中心联合佛山

市三水强制隔离戒毒所开展“关爱零距

离”帮扶慰问活动，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工作向强戒所延伸。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石排宣

东莞交通安全宣教基地正式启用

南城法庭与东莞市江西商会建机制调纠纷

荨

在 活 动 现

场进行的铁骑表

演。

▲

领 导 和 嘉

宾一 起 共同启 动

主题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