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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沥领导一线筑牢疫情防控“墙”

全力守护全镇人民安全

石碣农贸市场有望大变

样！据悉，东莞市石碣镇计划利

用3年时间实现全镇15个农贸

市场转型升级，今年已选定4个

进行改造， 打造规模化、 品牌

化、智慧化农贸市场，预计年底

完成。近日，东莞市农贸市场品

质提升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专班

第二督导组到石碣， 就相关工

作开展进行督导部署。 石碣镇

委副书记、镇长香杰新，副镇长

何锦昌等参加督导调研活动。

当日，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

总工程师吴颖斌率市农贸市场

品质提升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专

班第二督导组来到石碣， 先后

前往纳入今年升级改造计划的

鹤田厦农贸市场、 咪菜街市等

地参观督导，从市场环境卫生、

档口设置、 各摊档规范经营等

方面，指导升级改造建设工作。

据了解，石碣实行“一场一

策”， 利用3年时间分级分类分

批推进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其

中已选定了鹤田厦农贸市场、

刘屋农贸市场、 横滘农贸市场

和咪菜街市等4个农贸市场作

为今年升级改造对象， 改造内

容包括消防、供水供电、排水排

污等硬件基础设施， 完善准入

管理、价格管理、计量管理、智

慧管理等管理制度， 推动农贸

市场商业模式转型升级， 促进

农贸市场规模化、品牌化、智慧

化发展，预计年底完成改造。

同时， 全力将各项基础条

件较好的咪菜街市打造为全镇

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标本， 形成

本地“样板市场”先进经验，再

于2022年选取8个农贸市场参

与改造， 至2023年完成剩下所

有农贸市场品质提升工程，打

造与石碣人口、产业、城市品位

相适应的环境卫生、食品安全、

价格合理、 管理规范、 供应稳

定、智慧便民的农贸市场体系。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梁雪君 石碣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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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邓明敏 吴婉珊

6月7日， 东莞市横沥镇委书记覃

春，镇委副书记、镇长赵智佳等到辖区

商超、农贸市场、电影院、药店和校园等

重点场所，就打好疫情防控硬仗和扎实

做好应急处置各项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

部署，层层压实责任，逐项落实防控措

施，确保全流程无疏漏，全力守护全镇

人民安全与身体健康。

当日， 覃春率队深入华润广场、村

尾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详细了解从业

人员疫苗接种率、场所清洁消杀、食品

安全管理等情况。 覃春表示，端午节假

期即将到来， 全镇上下一刻也不能放

松，疫情防控更不能“放假”。 他要求，市

场监管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层层压实

责任，逐项落实防控措施，全面做好疫

情应急处置的思想准备和硬件准备，确

保全流程无疏漏。

“一定要重视疫情防控宣传教育，

把教育工作从校园延伸至家庭。” 覃春

在横沥中学督导检查疫情防控工作时

特别嘱咐。 在督导过程中， 覃春对横

沥中学的校门门岗值守、 人员进出登

记、 临时观察室、 应急演练方案等疫

情防控工作进行了检查， 对相关工作

人员进行了询问， 并对学校疫情防控

工作提出整改意见。 覃春要求， 镇教

育管理中心、 学校要全流程、 全方位

落实校区各环节的防疫举措， 严把校

门关口， 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做细通

风消杀工作， 严格落实“三检” 制度

和外宿人员动态追踪， 坚决守护好校

园这方“净土”， 切实保障师生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

当日，赵智佳率队先后到横沥华润

电影院、东莞国药、人和安方药店等地，

详细检查各场所的疫情防控措施落实

情况，查看各责任主体的疫情防控调查

表，体温登记表等，并了解员工疫苗接

种等情况。

赵智佳要求娱乐场所、药店等责任

主体要严格落实通告要求，每个入口必

须严格落实口罩必戴、体温必测、“健康

码”必查、保持一米距离等疫情防控措

施，形成管理闭环，最大限度堵塞风险

漏洞。

当日，赵智佳一行还去到领益智造

科技

（东莞）

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车

间、员工餐厅等人员密集区的疫情防控

落实情况，要求企业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责任，严格落实员工出入厂区管控和体

温检测，划分高、中、较低风险人群，按

风险级别分类管理、造册建档，强化疫

情综合监测预警，做到“早发现、早处

置”，规范环境消杀，切实把各项防控工

作抓实抓细抓到位。

东坑镇与江口县合力唱好东西部协作“协奏曲”

近日， 东莞市东坑镇党政代表团一

行前往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考察东西部

协作工作，与相关人员举行东坑镇·江口

县东西部协作座谈会， 并实地考察江口

县特色产业及乡村振兴工作，立足“江口

所需、东坑所能”，把协作工作当作自己

的“家务事”“分内事”，推动两地交流合

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座谈会上， 与会人员听取了江口县

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介绍， 并围绕东

西部协作相关工作作交流发言。

东坑镇委书记谭全河在会上表示，

东坑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工作部

署，按照结对协作有关工作要求，坚决按

时保质完成上级交办的政治任务。 江口

县委副书记、 县长杨云对东坑党政代表

团的到来表示欢迎， 希望江口县能和东

坑镇建立起密切的协作关系， 进一步加

强沟通协作， 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开新

局迈新步。

考察期间， 东坑党政代表团还前往

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 云舍

村进行考察，实地了解江口县产业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乡村振兴等情

况。

据悉， 作为当地绿色生态产业和特

色优势产业， 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

限公司积极在产业结构基础上转型升

级，走出了一条抹茶高品质发展之路。贵

州江口县云舍村，被称为“中国土家第一

村”。 过去，云舍村交通不便，居住环境

差，2014年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71户179

人，贫困发生率8.01%。近年来，在脱贫攻

坚的助推之下，云舍村向乡村旅游看齐，

走出了一条乡村旅游产业带动村民脱贫

致富的成功之路。

考察中， 东坑党政代表团对当地特

色产业发展及云舍村的做法表示高度赞

赏。接下来，东坑将和江口积极探索东西

部协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模式，分享

好的经验做法， 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成

果，奏响全面乡村振兴“最强音”，努力实

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据介绍，今年以来，东坑镇围绕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目标要求， 扎实开展乡村振兴

各项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 全镇实现

100%村

（社区）

创建干净整洁村，全域通

过美丽宜居村创建，“洁净东莞指数测

评”名列前茅，并荣获2020年广东省乡村

振兴先进集体。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文婷婷 东坑宣

长安沙头社区南区商贸城封闭式管理成效初显

“实施封闭式管理之后， 交通秩序、

社会治安持续好转， 感觉住在这里更加

安心了。”居住在东莞长安沙头社区南区

商贸城的市民黄涛说。记者近日获悉，沙

头社区以重点区域整治为着力点， 解决

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投入160万

元对南区商贸城治安硬件设施、 交通设

施进行升级覆盖。 记者在沙头社区南区

商贸城一个岗亭出入口看到， 进出车辆

有序通行，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现象，道

路两旁的车辆也按画线车位规范停放，

路面看起来更开阔宽敞。

“有了集中式便民充电桩， 电动自

行车充电更加安全了， 可以避免停放在

出租屋楼道， 减少安全隐患。” 每天下

班回家， 市民黄涛都将电动车停放在商

贸城中间区域的便民充电桩充电， 他

说， 实施封闭式管理之后， 消防安全、

交通、 治安等方面持续好转， 居住环境

比以前更好， 在这里居住感到更加安

心、 放心。

沙头南区商贸城还激励群众积极参

与群防群治，构建“社工+队长+居民”主

体模式， 组建平安服务队， 负责治安隐

患、矛盾纠纷、安全隐患排查，宣传法律

法规、群防群治、平安建设。“我们调动当

地的群众参与到治安防范和基层治理

中，如果他们发现隐患和治安案件，会主

动向职能部门报告。”沙头南区群防群治

项目负责人孙志峰说。

据了解，沙头社区南区商贸城有330

栋商住楼，商铺654间，居住流动人口约

2.3万人，人流量大，治安防范工作存在

不少隐患和压力， 而且存在车辆乱停放

等问题。沙头社区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 实践活动， 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

“急难愁盼”问题，投入160万元对南区商

贸城治安硬件设施、 交通设施进行升级

覆盖。

从今年5月开始，南区商贸城实施封

闭式管理， 停车建设共设置18个出入路

口，其中带岗亭出入路口4个，无岗亭入

口通道14个，均配备车牌自动识别系统，

画黄线停车位共940个，并成立群防群治

队伍，200多名志愿者定期开展安全隐患

排查、普法宣传活动。此举进一步整治了

停车乱象，使车辆管理规范化有序，社会

治安案件也明显下降， 有效提升治安防

控能力和管理水平。

接下来，沙头社区将“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作为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

事、烦心事的重要抓手，把党史学习教育

与推动工作结合起来， 将学习成效转化

为为民服务的动力， 持续加大保障和改

善民生力度，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长安宣

石碣4个农贸

市场升级改造年

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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