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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镇街居住证受理点恢复办理业务

实行全预约制，不接受现场登记办理

□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通讯员 管萱萱

记者从东莞市公安局获悉，根据东莞

市政务服务系统疫情防控工作部署， 从 3

月 23 日起，东莞市部分公安分局派出所、

警务室、村社区等居住证业务受理点恢复

业务办理，实行全预约制，只办理预约登

记业务，不接受现场登记办理，超出预约

办理时间未到现场办理的群众需重新预

约。 同时，进入受理点办理业务的市民请

佩戴口罩、配合检查体温，做好“莞 e 申报

“、“粤康码”核验。

公安部门倡议，利用“粤省事”平台，

足不出户网上办理居住证签注，并以双向

邮寄证件方式，实现“零跑腿”办理。

此外，在疫情期间居住证签注可延期

办理。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后居住证逾期未

签注的， 可在疫情防控期结束之日起 30

日内补办签注手续，视为按期签注，在居

住地的居住年限连续计算；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居住证逾期未签注，且在疫情防控

期结束之日起 30 日内补办签注手续的，

在居住地的居住年限向前顺延至 2020 年

1 月 1 日连续计算。

爱心市民齐援手 帮果农售罄3500斤柠檬

中堂开展校园防控传染病应急演练

目前，东莞各学校实行网上教学，

仍未正式开学。 为确保广大师生员工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中堂教育管理

中心加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力度，根

据“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的原则， 提高学校应对新冠肺炎等传

染病防控的能力， 近日组织开展了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中堂镇党委委员吴志恩、政法、卫

健、疾控、中堂医院等部门现场共同演

练。 教育管理中心全体成员、 各中小

学、 幼儿园相关责任人参加了在中心

小学开展的演练活动。 疫情应急演练

模拟学校开学情况，设置了 5 个场景。

模拟场景一是学生乘坐校车。 模

拟学生上学乘坐校车， 乘务员和司机

按相关流程，要求学生排队、检查健康

卡、测温、消毒、上车、按指定位置就

坐。 设置了发现学生测温过高后如何

应急处置的情景。 模拟场景二是学生

进入校园。 模拟学生上学进入校园，有

学生测温过热时， 值日老师立即带学

生到临时观察点进行再次检测， 如确

认发热，立即启动现场处置响应。 模拟

场景三是上课期间学生发热。 模拟学

生上课期间身体不适， 科任老师带学

生到教室门外测量体温，确认发热后，

立即通知班主任做好个人防护， 带学

生到保健室进一步核实， 启动现场处

置响应。 模拟场景四是教师上课期间

发热。 模拟科任老师上课期间身体不

适， 立即通知班主任做好个人防护来

接管班级， 科任老师到保健室测量体

温，确认发热后，立即启动现场处置响

应。 模拟场景五是厨工上班期间发热。

立即要求厨工到保健室作进一步检

查，确认发热后，立即启动现场处置响

应。

演练结束后，疾控中心、政法办、

中堂医院等职能部门负责人都对演练

表示肯定， 并提出了进一步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通讯员 中堂宣

东坑镇教育系统

开展防疫应急演练

为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阻击战，3 月 25 日，

东莞市东坑镇教育系统开

展防疫应急演练活动，进一

步提高新冠肺炎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促

进做好学校师生返校复学

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

防疫应急演练在东坑中

学举行，现场模拟学生在校

期间出现疑似病例的情景，

任课老师发现情况后立即

上报相关负责人，随后安排

该学生到课室外的休息凳

上休息，工作人员对课室进

行全面消毒并随即采取相

关举措开展应急处置。 东坑

镇委委员李志军以及东莞

市教育局二级调研员钟浩

林、东坑宣教文体局、东坑公

民办中小学校负责人等现

场观摩了演练。

李志军表示， 学校务必

做到各项防疫措施不折不

扣落实，真正做到未雨绸缪，

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当日，

东坑镇教育系统还举行了

防疫应急演练培训，提高全

员应急意识和应急能力，确

保校园师生安全。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东坑宣

预约到受理点办理流程

1．打开微信扫码，添加“莞家政务”公众号。

2．找到“预约办事”，进入“在线预约”。

3．找到居住地所属园区、镇街。 以南城区为

例，选择南城街道，“南城居住证受理点”。

4． 根据居住地找到相应的居住证业务受理

点。

5 .点击“居住证业务”右边的预约按钮，选择

合适的日期和时间，勾选“阅读并同意《相关条

款》”并确定，成功预约后请按照预约的时间地点

到现场办理。

“粤省事”

微信码， 可用

微信“扫一扫”

功能进入。

演练现场。 通讯员供图

记者日前从塘厦获悉， 受疫情影响，

四川果农刘兵的一批柠檬出现滞销，塘厦

镇一小区志愿者、 居民纷纷伸出援手，助

果农销售 3500 多斤柠檬， 一解果农燃眉

之急。

铺租到期柠檬滞销

记者了解到，年前果农刘兵从老家运

来 3 万多斤柠檬， 本以为像往年一样，很

快会销售一空。没料到，受疫情影响，柠檬

销售受阻。到今年 2 月份，有 8000 多斤柠

檬滞销。

刘兵是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人，年轻

时外出进厂打工，操作机器时左腿不幸被

压坏，下半肢被截肢，被当地认定为二级

残疾。经历变故，刘兵回到有“中国柠檬之

都”之称的安岳县，从事柠檬种植销售，也

成为一家六口唯一的收入来源。

目前， 刘兵的妻子和父母在老家种

植柠檬，女儿在老家念初中，自己则带

着儿子在东莞销售柠檬。 每年，大部分

柠檬会运往樟木头镇百果洞水果批发

市场销售。

刘兵想尽办法， 在樟木头镇社工、志

愿者等力量的帮助下， 卖掉一部分柠檬。

到今年 3 月， 还有 3500 多斤柠檬堆积在

商铺里。 眼看商铺最后的租期就要到了，

刘兵心急如焚。

志愿帮忙居民援手

3 月 20 日， 在塘厦镇社会事务局的

协调下，隆福花园小区童心园志愿者了解

到这一情况，志愿者决定一起来帮助果农

刘兵。

“不管能销售多少，都是一分心意。 ”

志愿者黄芬在微信群中发布了一条求助

信息。很快，“你 5 斤、我 10 斤”，小区居民

以 3 元每斤的价格纷纷跟帖认购。

刘兵分批将柠檬运到隆福花园小区

北门，志愿者齐心协力，将柠檬打包、登记

信息、分发给居民。 有居民平时不爱吃柠

檬，也要买来送人。 也有在万科生活广场

开奶茶店的老板闻讯而来，一下子买了几

十斤。 4 天下来，3500 斤柠檬就已全部卖

光。

近日，刘兵带着写有“疫情无情人有

情，助残扶贫献爱心”字眼的锦旗，送给塘

厦镇社会事务局、 塘厦童心园志愿服务

站。

随着铺租即将到期，刘兵表示将要暂

时回一趟四川老家。临行道别，他表示，得

到当地政府、市民的帮忙，迈过了这个坎，

会把大家的爱心记一辈子。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可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