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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堂开展市场清洁消毒卫生专项整治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通讯员 中堂宣

为营造全民防控疫情、 清洁环境、

促进健康的爱国卫生共建共治共享新

局面， 中堂镇结合开展爱国卫生行动，

持续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市场清洁消毒

卫生整治专项行动，并将全面做好农贸

市场科学清洁消毒和病媒生物防制工

作。

据介绍， 中堂镇自 2010 年创建成

为国家卫生镇以来，今年即将迎来第三

次国家卫生镇复审，该镇积极开展巡查

工作，为更好地落实各项任务，以更干

净、整洁的面貌迎接国家省级检查。

农贸市场一日一清洁消毒

2020 年，是东莞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五连冠”的关键之年，也是中堂争创省

文明镇的创建年和深化拓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省级试点工作的巩固

年，中堂将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通过

创文来补齐中堂的各项短板，不断增强

全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据介绍，中堂镇全方位落实各项措

施，强化市场卫生整治工工作。 规范市

场秩序，加强商户档口管理，清除积存

垃圾，整治污水坑溏，疏通沟渠，加强市

场内档口台面、屠宰工具、砧板用具以

及公厕、水池、垃圾收集等设施的保洁

和消毒。

加强对经营活禽行为监管，加大宣

传力度， 确保各项防疫措施落实到位。

活禽区要严格落实一日一清洁消毒、一

周一大扫除、一月一休市、活禽零售市

场当日活禽零存栏的“1110 制度”。

部门单位加强监督检测，及时发现

问题，督促整改。 由镇疾控中心负责对

市场的清洁消毒工作进行评估，由网格

员负责对商户档口进行监督检查，及时

做好查漏补缺，保障防控工作效果。

提升社会健康综合治理能力

中堂江南农批市场是中堂镇内最

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在中堂镇政府的

指导下，该市场认真落实各项疫情防疫

工作。 对市场商户印发《关于开展爱国

卫生专项行动的倡议书》， 引导商户积

极参与爱国卫生行动，做好各自档口卫

生清洁及消毒工作， 维护市场经营秩

序，并聘请了专业消杀队与清洗队对市

场地面进行全面冲洗及消毒工作。

中堂市场、江南农批、各村

（社区 ）

等全镇 19 个农贸市场，所有农贸市场、

摆卖区都严格落实“一日一清洁消毒、

一周一大扫除、一月一大清洁”措施。

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提升社会健康

综合治理能力迫在眉睫。 中堂动员全社

会力量推动健康企业、健康社区、健康

单位、健康学校、健康家庭等创建，形成

部门协同、社会参与、齐抓共管的工作

格局，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

护航。

洪梅镇掀起建筑材料乱堆放清理热潮

近日， 洪梅镇民房管控领导小组到

各村

（社区）

督导建筑材料堆放管理工

作。 据悉，截止至 6 月 29 日，该镇共出动

工作人员 313 人次，铲车 6 台次，拖拉机

28 台次，清理乱堆放建筑材料 161 处。

督导组重点检查了各村

（社区）

建

筑材料临时集中堆放点的设置情况、 建

筑材料红线堆放区公示情况、 “村干

部＋网格员” 日常巡查情况以及强制清

理情况。 村

（社区）

对其辖区内的建筑

材料堆放进行全面巡查， 每日对建筑材

料堆放进行网格化、 全覆盖动态监管，

通过干部带头， 发动群众齐参与， 洪梅

镇掀起了建筑材料乱堆放清理行动热

潮。

下来， 该镇民房管控领导小组将通

过暗访、抽查等形式督导各村

（社区 ）

持

续开展建筑材料清理行动， 确保建筑材

料管理工作真正取得实效。 洪梅镇有关

负责人表示， 广大群众要对建筑材料乱

堆放的行为进行劝导、制止和举报，形成

人人参与、 齐抓共管， 共同创造干净整

洁、美丽宜居的洪梅，大力提升洪梅城市

品质， 推动洪梅全面深度融入水乡功能

区贡献一份力量！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通讯员 洪梅宣

望牛墩重拳打击违法分租、囤积厂房等行为

为提升城市品质，6 月 28 日，望牛墩

镇召开楼宇式分租厂房环境整治专项行

动工作会议，全面部署专项整治行动，确

保按时保质完成整治任务。 镇委副书记、

镇长莫伟鸣等镇领导， 镇相关单位负责

人以及各村

（社区）

党工委书记等参加了

会议。

会议传达了全市楼宇式分租厂房环

境整治专项行动工作精神， 并对望牛墩

镇专项整治行动进行了详细部署。 莫伟

鸣指出，楼宇式分租厂房及“散乱污”企

业已经严重影响了望牛墩镇的生态环境

质量， 对其进行整治到了刻不容缓的地

步。 他强调，全镇上下务必要高度重视，

充分认识望牛墩镇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

形势；要明确要求，把握整治工作的关键

环节；要紧盯节点，切实推动各项工作按

时落实；要强化纪律，切实抓好履职落实

情况，各村

（社区）

、相关部门要迅速行动，

攻坚克难，确保圆满完成整治任务。

据悉，为全面整治该镇楼宇式分租厂

房管理混乱、监管缺位、物业房东及二手

房东充当企业逃避监管保护伞的现象，望

牛墩镇从6月23日开始至7月24日，开展为

期一个月的整治行动， 重拳打击违法分

租、囤积厂房以及无证照企业违法排污等

行为，全面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通讯员 望牛墩宣

端午小长假虎门累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

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于 6 月 27 日落

下帷幕。记者获悉，4 天时间里，虎门站累

计发送旅客 9.5 万人次， 累计到达旅客

7.05 万人次。 端午期间，虎门站日均开行

列车 159 列，其中开行往广州方向动车组

列车 95 列， 往深圳方向动车组列车 63

列。 据了解，6 月 25 日，端午小长假首日，

虎门站发送旅客 2.7 万人次，创春节后单

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端午假期， 虎门站切实加强旅客出

行服务，分别在进出站口、站台等客流密

集场所，组织休班干部、职工、志愿者、义

工为旅客提供咨询、引导、帮扶等服务，保

证旅客有序出行。同时坚持常态化疫情防

控不放松，严格落实车站测温、通风消毒、

设置应急隔离场所等各项防疫措施，还加

强对电梯、厕所以及客服设备设施的消毒

力度，并采取分时进站、分区域候车进行

客流疏导，避免旅客聚集扎堆。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王汝奇

万江启动

“河莞家”志愿者河长行动

为加强河湖管理保护， 践行

“开门治水，人人参与”理念，充分

发挥志愿力量在巡河护河的积极

作用，29 日上午，万江街道河长办、

团委、志愿者协会联合举行万江街

道“河莞家”志愿者河长行动启动

仪式、“i 志愿” 系统培训暨河湖治

理大家谈论坛， 广泛动员社会各界

力量，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支持和参与

河湖共治工作。街道党委委员黄建文、

办事处副主任林辉华出席会议。

仪式上，黄建文指出，万江外

江内河的治理成效初步显现，水质

稳步提升，但是水质改善、水生态

修复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联

动，长抓不懈。 万江街道“河莞家”

志愿者河长服务队作为各级河长

的辅助力量，希望志愿者河长协助

推动巡河护河、清洁卫生、垃圾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 水源安全等工

作，协助做好清理“乱占、乱采、乱

堆、乱建”等“清四乱”专项行动。

结合万江实际， 黄建文表示，

街道治水部门、属地社区要提高思

想认识，主动担当，为志愿者河长

行动提供业务指导。 希望广大志愿

者坚守志愿服务， 创新活动载体，

切实当好巡河护河组织者、 倡导

者、参与者角色，加强巡河护河业

务和“i 志愿”系统操作的学习，理

清工作要求，全力助推河长制工作

开展。

街道、社区两级团组织要进一

步强化志愿者精神培植， 做好服

务，选树标杆，打造品牌，加强宣传

发动，吸引更多青年志愿者加入到

“河管家”护河志愿者行列，让志愿

者河长队伍壮大起来，工作合力凝

聚起来，形成“开门治水，人人参

与”良好工作格局。

同时， 对在巡河中发现的问

题，志愿者要及时以“问题名称+现

场定位+图片” 方式反馈至“河管

家”志愿者河长微信群或向属地社

区河长、水利干部反映，配合跟踪

整改落实结果，确保巡河护河行动

见行动、见效果。

会后，黄建文、林辉华与万江

“河莞家” 志愿者们集中前往汾溪

河畔开展护河保洁行动，清理岸边

垃圾、果壳纸屑等，美化周边环境。

有志愿者表示，今后将当好护河行

动的践行者， 加大河湖治理宣传，

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河湖保护的

行动中来，自觉守护河湖保洁和环

境卫生，共同呵护万江的河湖生态

美景，为建设“水韵都市、品质万

江”作贡献。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通讯员 万江宣

中堂镇委

书记叶沃昌到

江南农批检查

市场卫生和食

品安全工作。

汾 溪

河 畔 开 展

护 河 保 洁

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