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苏广华 美编：林燕芳

镇街

2020.9.16��星期三

INFORMATION TIMES

B05

·新东莞

石龙又有两人获市“见义勇为”奖

□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徐晓盈

有一种道德最为昂贵，因为它的代

价往往是鲜血和生命，这种道德就是舍

生取义。 9 月 11 日上午，东莞市石龙镇

在政府二楼会议室举行见义勇为表彰

仪式，表彰杨创业、杨泰两位见义勇为

先进人物。 石龙镇委副书记、镇长李亚

鹏，镇委副书记刘志坚，镇委委员、公安

分局局长杨旭等参加了表彰仪式。

为英雄颁发见义勇为证书和奖励金

据悉， 在今年 8 月 15 日凌晨 3 时

许，石龙镇三协电子厂员工杨创业与同

事杨泰下班后，在石龙镇西湖村委会大

园北路与江南中路交汇处河边钓鱼期

间，听到附近有哭叫声，发现有一女子

跳河轻生。 杨创业第一时间下水进行施

救，杨泰随后加入，但施救未果，杨创业

及女子失踪，杨泰脖子和脚受伤，上岸

报警求助。 最终杨创业因救人英勇牺

牲。

经东莞市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研

究并广泛调查和征求意见， 认为杨创

业、杨泰于 8 月 15 日在石龙镇东江边 8

号灯塔附近奋不顾身下水救人的行为，

属于《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

条例》规定的见义勇为。 石龙镇领导在

表彰仪式上，把“见义勇为”确认证书和

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发放的奖励金送到

杨创业家人和杨泰手上。

救人英雄杨创业牺牲后，其家属得

到石龙镇委、镇政府及各相关部门的关

心帮助，相关部门还大力发动多家企业

和社会团体发起捐款，帮助英雄的家人

解决实际困难。 杨创业家属也专门制作

了锦旗赠送镇政府和有关部门表示谢

意。

石龙镇方面表示，杨创业、杨泰两

位见义勇为先进人物在市民危急时刻

挺身而出，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大爱无疆

的高尚风范，特别是杨创业为救溺水市

民，不惜牺牲自己，用生命弘扬了舍己救

人的浩然正气。 据了解，东莞市对杨创业事

件非常重视，向省申请杨创业的“见义勇

为”称号，并特拨专款 20 万元奖励杨创

业的家属，拨 2 万元奖励杨泰。

见义勇为已成石龙一种“城市精神”

据悉，今年以来，石龙镇已涌现出

一批不惧危险、助人为乐的“见义勇为

楷模”，从 4 月 13 日市民姚亚新、李金

标勇救跳桥轻生者，6 月 29 日李万国、

曾国华灭火救人，6 月 30 日 72 岁老伯

姚云、钟稳国、苏柏贤三人勇救 2 名溺

水者，8 月 15 日 21 岁青年杨创业英勇

救人不幸牺牲……他们当中， 从 21 岁

的年轻人到 72 岁的古稀长者， 无论是

石龙本地人还是外来务工人员，已融入

了东莞这座友善之城中，无不体现着中

国历史文化名镇石龙精神文明的建设

成效。

据统计，今年截至 8 月 31 日，东莞

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共奖励见义勇为市

民 27 批 58 人。其中，石龙就有 9 人。石

龙地方虽小，心胸却大，在全镇人民的

共同努力下，见义勇为在石龙已成为一

种“城市精神”。

石龙镇委委员、公安分局局长杨旭

说：“石龙一直以来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加强市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好人好事不

断涌现，见义勇为、‘石龙好人’成为广大

群众学习的榜样。 ”接下来，石龙广大市民

会以东莞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五连冠”

为契机， 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锲

而不舍地继续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弘扬

主旋律、汇聚正能量、树立新风尚。

东坑镇18宗重大项目

集中动工

预计年总产值超330亿元

9 月 10 日， 东莞市东坑镇举行

2020 年重大项目集中动工仪式。本次动

工仪式涉及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128 亿

元，预计年总产值超 330 亿元，这将为

东坑新一轮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加快推

动“精致小镇、魅力东坑”建设。

东坑镇委书记谭全河表示，今次重

大项目的集中动工，承载了建设“精致

小镇、魅力东坑”的美好期盼。 项目建成

后，东坑的高新技术和电子通讯集群优

势将更加明显， 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

强，产业承载力进一步提升，将为东坑

新一轮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据悉， 该次集中动工的 18 宗重大

项目中， 产业类项目 11个， 占比超过

60%，房地产项目 3个、城市更新项目 4个，

计划总投资约 128亿元， 预计年总产值超

330亿元，预计新增税收约 10亿元。项目涵

盖了智能终端制造、能源综合利用、医药生

物、智能家具等先进行业，包括东勤通

讯高端移动终端智能制造总部项目、贵

丰联盟药业总部、东坑胜蓝科技连接器

建设项目、 华荣科技园等一批优质项

目，覆盖范围广、产业带动强、科技含量

高、发展前景广阔。

其中，东勤通讯高端移动终端智能

制造总部项目投资 60 亿元， 致力于智

能移动终端产品的研发制造，投产后预

期年产值达 200 亿元，将为东坑打造通

讯电子产业集群添砖加瓦，有效带动上

下游配套产业链提质升级。 另外，华荣

科技园项目总投资 7.8 亿元， 主要生产

天馈产品、 企业网等通信设备产品，项

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 37 亿元。

东坑镇委副书记、 镇长王业宽表

示，近年来，东坑不断提高城市建设和

管理水平，提升城市品质，强化政务服

务保障，不断加大先进制造业的招商引

资力度。 接下来，将会以这次重大项目

集中动工为契机，全力推动重大项目落

地建设的各项工作，争取项目早日建成

投产、取得效益，推动“精致小镇、魅力

东坑”的建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东坑宣

樟木头两部群众文艺作品夺得省级金奖

樟木头群众文艺获得好评。 记者

从樟木头镇获悉，在广东省 2019 年度

群众文艺作品评选中， 樟木头原创舞

蹈《立正·稍息·向右看》 及原创小戏

《水乡春歌》双双夺得金奖。

据悉，在广东省 2019 年度群众文

艺作品评选中， 东莞市选送的樟木头

原创舞蹈《立正·稍息·向右看》参加了

舞蹈类比赛，作品以舞蹈的形式，生动地

表现出学生课间生活，展示新时代的孩子

们在阳光下成长幸福童年； 小戏作品

《水乡春歌》则以村干部带领村民发展

本村产业特色、脱贫攻坚为情景，充分

反映村民勤劳致富的优良品德。

樟木头文广中心群文干事、 樟木

头镇舞蹈团团长杨姣介绍，2019 年下

半年樟木头收到了广东省文艺作品评

选的比赛通知， 当时文广中心积极地

着手准备，经过层层筛选，送上两个作

品去参加比赛， 一个是原创少儿舞蹈

《立正·稍息·向右看》， 一个是原创小

戏《水乡春歌》，最后代表东莞市参加

广东省的年度文艺作品评选。

在评选中， 樟木头文广中心选送

的原创舞蹈《立正·稍息·向右看》及小

戏作品《水乡春歌》 分别获得原创舞

蹈、小戏类金奖，原创舞蹈《谁说女子

不如男》及音乐作品《花儿又开放》获

得 2020 年东莞市第三届群众音乐舞

蹈花会铜奖。“可喜可贺的是，我们是

全市唯一一个两个作品都获得金奖的

镇街。 ”杨姣说。

近年来， 樟木头文广中心原创文

艺作品在省、市评选中屡获佳绩。该中

心将继续立足本土特色文化， 推出更

多的精品， 不断扩大樟木头文化事业

影响力， 努力实现樟木头文化事业大

繁荣大发展。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樟木头宣

石碣向惠来县累计投入帮扶资金4700多万

信息时报记者从东莞市石碣镇获

悉，2016 年以来， 石碣镇派驻扶贫工

作队，对惠来县仙庵镇、靖海镇 10 个

省定相对贫困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4

年来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4708.64 万元。

9 月 10 日~11 日， 石碣镇委书记邓卫

洪率队赴惠来县检查新时期精准脱贫

工作。 邓卫洪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

高标准、 严要求做好扶贫攻坚各项工

作，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惠来县

委常委、 扶贫工作组组长陆宝军参加

活动。

10 日下午，邓卫洪一行来到仙庵

镇、靖海镇检查新时期精准脱贫工作，

并召开座谈会， 石碣驻村扶贫工作队

汇报了工作进展与阶段性成果。会上，

石碣镇供销社与仙庵镇四石村南美对

虾养殖公司签订消费扶贫采购协议，

计划通过线上模式， 协助该企业进一

步打开产销渠道，拓宽销售市场。

邓卫洪表示，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

胜之年， 全体扶贫干部要提高政治站

位，巩固来之不易的扶贫成果，持续强

化扶贫监督“回头看”，要不断丰富产

业帮扶手段，用好当地农业种植条件，

想方设法推动地方产业发展； 要坚定

精准脱贫的信心与决心，坚持“优先推

进产业扶贫、坚持扶贫扶智、守好民生

底线” 等工作思路， 集中力量脱贫攻

坚；要提高执行力，高标准、严要求做

好扶贫攻坚各项工作， 坚决打赢精准

脱贫攻坚战。

邓卫洪一行还参观了靖海镇后湖

村新农村建设、红萝卜种植项目，仙庵

镇四石村公道合作社养殖南美对虾项

目，并慰问了贫困户代表。

据悉， 后湖村是靖海镇新农村建

设示范村， 该村运用石碣镇对口帮扶

资金，建设了党建文化公园，并对村内

的湖泊及周边环境进行整体优化。

2016 年，石碣驻村扶贫工作队与后湖

村共同引进红萝卜种植项目， 项目占

地 1000 多亩，累计投入 1250 万元，年

产值可达 2000 万元。邓卫洪要求扶贫

工作队要用好产销扶贫手段， 为种植

企业“牵线搭桥”，助力企业提升销量、

拓宽销路，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据介绍，2016 年以来，石碣镇累计

投入帮扶资金 4708.64 万元，对惠来县

靖海镇、仙庵镇 10 个省定相对贫困村

开展教育医疗、消费、产业帮扶，并取

得了贫困村、贫困户“双退出”的历史

性成效。下一步，石碣镇将继续深入开

展消费扶贫， 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 全力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战。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石碣宣

樟木头原创小戏《水乡春歌》。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