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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甘劼伟）8
月4日下午，长安镇召开全面提
升末端执行力大会，传达贯彻东
莞市全面提升末端执行力会议
精神，落实镇委提出的“1+1+5”
工作谋划，以时不我待、只争朝
夕的精神全面投入工作，全面提
升末端执行力，激发干部队伍干
事创业热情，为长安打造东莞产
业重镇、开放门户，当好全市高
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全面发展的
领头羊，凝聚起蓬勃发展的强大
动力，加快推动长安高质量发
展。

长安镇委书记叶孔新表示，
在东莞进入“双万”新起点的重
要阶段，市委、市政府举旗定向、
审时度势，赋予长安“产业重镇、
开放门户，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排
头兵、全面发展的领头羊”新使
命新定位新任务，对下来的工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镇上下要
牢记新使命新定位新任务，进一
步增强创新意识、担当意识、服
务意识、格局意识，立足长安经

济社会庞大的体量、充足的活
力，紧紧扭住“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两个抓手，依
托人口人才、市场主体、产业集
群三大金字塔，以提升末端执行
力为主要抓手，主动找差距、提
标准、抓落实、见成效，实现产业
转型、人才工作、空间拓展、城市
与人口共生共荣“四个突围”。
一是促进先进制造业充分发展，
加快推动产业转型跑马突围。
二是坚持人才强镇战略，加快推
动引才留才育才跑马突围。三
是项目化推动增量存量，加快推
动连片空间拓展跑马突围。四
是全力提升城市综合环境，加快
推动城市与人口共生共荣跑马
突围。

叶孔新强调，各社区要按照
市、镇中心工作，结合自身实际，
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挥基层基础
作用，不断营造基层末端动起
来、干起来的浓厚氛围，做到“五
个争先”。一是要做到敢破敢
立，在加快发展上奋勇争先。二

是要敢于攻城拔寨，在土地拆迁
上奋勇争先。三是要善于应急
处突，在保安全保稳定上奋勇争
先。四是要正视问题短板，在综

合环境提升上奋勇争先。五是
要确保到底到边，在创新基层治
理上奋勇争先。

长安镇委副书记、镇长肖洪

主持会议，他要求全镇上下围绕
“四个突围”工作部署，瞄准目标
任务，找准工作的具体抓手，一
件一件抓落实。

长安召开全面提升末端执行力大会

加快推动长安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张喜林
通讯员 黄广文）8月 4日，清
溪镇委书记叶锦锐主持召开
2022 年镇党委议军会议，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叶锦锐强调，要坚持以
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坚
持党管武装工作的正确方
向，不断完善国防动员体系
建设，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奋力开创清溪镇党管武
装工作新局面，为建设“融
合先锋、智美清溪”提供坚强

保障。
会议传达解读了东莞军

分区整理汇编的《习近平主席
关于人民战争、国防动员、军
民融合和双拥共建重要论述
摘录》精神。

叶锦锐要求，要提高政治
站位，确保党管武装工作正
确方向，不断强化党管武装
的使命意识。从巩固党的执
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的战略高度，牢固确立习近
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

设中的指导地位，进一步提
升武装工作的能力水平，扎
实推动清溪镇党管武装和国
防动员工作迈上新台阶。要
聚焦目标任务，不断完善国
防动员体系。要以随时动员
支前的紧迫感责任感，扎实
做好国防动员准备。要强化
统筹兼顾，推进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要按照“应融则融、
能融尽融”要求，把推进军民
融合贯穿于建设“融合先锋、
智美清溪”全过程。

清溪镇召开党委议军会议

奋力开创清溪党管武装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 （记者 张喜林 通讯员
凤岗宣）8月4日，凤岗镇召开2022年
第5次镇长政务办公会议，强调要强
化理论武装，夯实廉洁思想根基，聚
焦“科技创新+先进制造”，提升服务
效能，办好民生实事，提升末端执行
力，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基本盘，奋力
走好新的“赶考路”。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重
温全市提升末端执行力大会精神，就

《凤岗镇村（社区）、工业区及负有安
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领导干部安
全生产重点职责工作清单》的起草情
况进行说明，传达学习省防总《防台
风“六个百分百”工作指引（暂行）》文
件精神，并通报了凤岗镇自建房督导
情况。会议还就进一步优化12345
热线重复投诉问题处置工作做了研
究部署。

就如何提升末端执行力，凤岗镇
委副书记、镇长宁康强调，要提高认

识、增强自觉，在经济稳增长、用地、
城乡环境品质、民生事业提升等方面
加强执行力建设；要摸清情况、清单
跟进，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认真
梳理工作任务，逐项列出清单，制定
时间表和路线图，确保提升工作质量
和成效；要提高效能、优化服务，坚持
问题导向，树牢服务理念，办好民生
实事，聚焦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
疗等民生领域，下大力气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

凤岗镇召开镇长政务办公会议

提升服务效能 办好民生实事

黄江积极迎接“省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复审工作

已成功培育3家示范超市
本报讯（记者 甘劼伟）近日，省局委托广东省食品安全

学会将对成功创建“广东省放心肉菜示范超市”的天虹超市进
行复核，黄江积极部署、提前谋划，市场监管分局组织对培育
超市开展模拟评价，对照《广东省“放心肉菜超市”评价标准》
逐项进行检查，加强对培育超市的工作指导，确保顺利完成复
核审核工作。

围绕食品安全管理及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等工作，检
查组查看了进口冷链食品“冷库通”线上溯源系统录入及运用
情况等，并使用“果蔬安全码上知”溯源二维码查看相关水果
的供应商、产地、种植企业以及种植过程质量安全管理记录、
认证证书等信息。

结合“守查保”专项行动，检查组以食品经营领域为主对
超市酒类、米面粮油、肉及肉制品、乳制品等大宗消费食品，检
查食品来源是否合法，进货查验、索证索票等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是否落实到位，产品标签标识是否规范，是否存在销售无合
法来源、过期、三无、变质食品等违法违规情况。

目前，黄江已成功培育1家“广东省放心肉菜示范超市”
和2家“东莞市放心肉菜示范超市”。

万江开展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专项行动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记者 张喜林 通讯员 黄美卿）为有效防范化解

风险，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助力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根据
食品安全“守底线、查隐患、保安全”专项行动部署要求，连日
来，万江市场监管分局扎实开展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全力
以赴织牢食品安全“防护网”，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近日，万江市场监管分局联合高埗市场监管分局开展夏
季单位食堂食品安全交叉检查行动，重点检查了企业食堂持
证经营、食品安全管理员配备、从业人员健康体检证明、索票
索证等工作落实情况，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明确整改要求，
责令限期整改。本次行动加大了对重点领域的监管，进一步
强化企业食堂管理者和从业人员的责任意识和食品安全意
识，有效防控食物中毒事故发生。

据了解，万江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专项行动自今年3
月份开始，持续不断、不定时开展督导检查，截至目前，共排查
食品小作坊6家，食品销售单位1445家，餐饮服务单位2293
家，处置风险问题41个。

长安教育扩容提质有序推进

三个项目预计今年完工
本报讯（记者 甘劼伟）今年以来，长安镇全力推进教育

扩容提质千日攻坚行动，各项目正有序推进当中，其中长安实
验中学多功能综合楼等项目将于今年完工，有效推动教育资
源配置优质均衡，提升教育质量。8月3日下午，长安镇有关
领导带队实地调研乌沙小学改扩建工程、长安实验中学多功
能综合楼、实验幼儿园建设工程。

乌沙小学改扩建工程是长安镇教育扩容提质千日攻坚工
程的重要项目之一。今年，长安镇教育扩容提质千日攻坚工
程包括有长安实验中学多功能综合楼、东莞市长安镇靖海学
校等六个项目，其中长安实验中学多功能综合楼、乌沙小学改
扩建工程、长安镇实验幼儿园三个项目将于今年完工。

遗失声明
陈通仔现遗失《水生野生

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证号：
（粤）水野繁育字（2021YS）
1522号、《水生野生动物经营
利用许可证》，证号：（粤）水野
经字（2021JS）0603 号，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黄伟豪遗失广东省东莞

市公安局人民警察证，警衔：
一级警督，证号：154140，特
此声明作废。东莞市公安局
道滘分局 2022年8月5日

寻死者家属
2022年6月19日，我局在

广东省东莞市谢岗镇谢岗北
路16号二楼一出租屋发现一
具高腐尸体，现场发现一张身
份证：杨春祥，男，汉族，身份
证 号 码 ：
132629196106048410，户籍：
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
族自治县道坝子乡立新村十
三号下营子21号。因无法联

系其家属及亲戚，现进行登报
处理，请其家属或亲戚、朋友
到东莞市公安局谢岗分局黎
村派出所处理尸体相关事宜，
联系电话：19928136957。东
莞市公安局谢岗分局黎村派
出所 2022年8月3日

寻死者家属
2022年7月23日接报称，

在凤岗镇永盛大街168号后门
花坛有名流浪汉死亡（男，约
40岁，偏瘦，约170cm），望死
者家属速来认领尸体。凤岗
派出所黄警官19928136813，
电话0769-87751406。

寻死者家属
2022年7月25日在东莞

市麻涌镇广麻大道二涌桥对
出水面发现一具男性水浮尸，
身份不详，男性，年约25-30
岁，尸长约1.55米，长发，中等
身材，身穿黑色短袖上衣，黑
色长裤，赤脚，身上无任何能
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如有符合
上述特征的失踪人员，请其家
属或者知情者与东莞市公安
局麻涌分局麻涌派出所周警
官联系，联系电话：0769-
88821887

寻亲公告

GN22008，男，69岁，身
高164厘米，自称姓陈，疑似广
东或广西人。该员在东莞市
凤岗镇凤清路高架桥下被发
现，于2022年8月3日由凤岗
公安分局凤岗派出所护送来
站求助。望该员亲属见本公
告后速与东莞市救助管理站
联系。地址：东莞市东城区松
山湖大道东城段1号。联系电
话：0769—22678923。

东莞市社会福利中心
寻找弃婴（弃童）生父母公告

现将东莞市社会福利中
心8名弃婴（弃童）资料予以公
告查找其生父母，请该儿童的
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联系捡
拾地派出所查证后，携带相关

证件及资料一同到市社会福
利中心办理领回手续。联系
电话：22260314，地址：东城
主山大井头莞温路 546 号。
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确
定为弃婴（弃童）将被依法安
置。（儿童的名字是市社会福
利中心所取）东莞市社会福
利中心 2022年8月6日

▲莞检，男，2004年8月2
日，在东莞市东莞东火车站售票
厅的地板上捡拾，当时约3岁8
个月，脑瘫，捡拾地派出所：惠州
铁路公安处东莞东车站派出所

▲莞慧，女，2004年6月

24日，在东莞市万江街道共联
市场右侧口捡拾，当时约2岁，
脑瘫，捡拾地派出所：万江分局
大汾派出所

▲莞奇，男，2004年 6月
23日，在东莞市南城区（街道）
大朗村球场捡拾，当时约3岁，
尿道下裂，捡拾地派出所：南城
分局胜和派出所

▲莞兰凤，女，2004年 6
月4日，在东莞市凤岗镇雁田
村丰田门诊部捡拾，当时约2
个月，先天手足畸形，捡拾地派

出所：凤岗分局雁田派出所

▲莞小波，男，2004年 6
月 4 日，在东莞市南城街道
蛤地大进步村村民李锡全门
前捡拾，当时约 3 岁，脑瘫，
捡拾地派出所：南城分局西
平派出所

▲彭芷芸，女，2002 年
11月11日，在东莞市莞太大
道创业警务区附近一厕所内
捡拾，当时约2个多月，单眼
皮，捡拾地派出所：城区分局

城南派出所

▲莞石（聂允），男，2004
年5月，在东莞市常平镇新市
街107号打拐解救，当时约4
个月，双眼皮，经办派出所：企
石分局东山派出所

▲莞素，女，2004年 5月
22日，在东莞市莞龙路京山火
车路隧道口捡拾，当时约1岁，
单眼皮，捡拾地派出所：茶山分
局京山派出所

启启启 事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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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莞市谢岗镇XG2022-01~05地块规划选址评估
及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的批前公示

2022年8月，我镇完成了东莞市谢岗镇XG2022-01~
05地块规划选址评估及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草案。在
报市自然资源管理委员会（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议
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二十六条有关规
定，对规划选址评估草案进行公示，广泛征求公众意见。现
对相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公示时间：2022年8月5日至2022年9月3日。
二、东莞市谢岗镇XG2022-01~05地块规划选址评估

及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的具体内容，将通过以下方式
公示：

（一）网上公示：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nr.dg.
gov.cn/）；

（二）现场展示：谢岗镇广场中路一号谢岗镇政府大楼
三楼规划建设公告栏；

（三）媒体公示：东莞日报及东莞有线电视台（站）至少
连续三天在黄金时段播出。

三、凡是对本次规划调整草案内容有意见与建议的，可

在公示期内，通过以下方式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
上述权利。

（一）将意见表投入设在现场展示厅内的意见收集箱；
（二）网站留言；
（三）发送电子邮件到xgghs@dg.gov.cn；
（四）将意见表传真到0769-87688229；
（五）将意见表邮寄到“谢岗镇广场中路一号谢岗镇政

府大楼三楼规划管理所”（邮编523590），信封表面须注明
“东莞市谢岗镇XG2022-01~05地块规划选址评估及地块
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公示意见”。

四、联系方式：谢岗镇规划管理所，联系电话：0769-
87689963。

五、利益关系人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如需申请听证，请
于公示期内向谢岗镇规划管理所提出书面申请。逾期未提
出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

东莞市谢岗镇人民政府
2022年8月4日

遗失声明
陈通仔现遗失《水生野生

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证号：
（粤）水野繁育字（2021YS）
1522号、《水生野生动物经营
利用许可证》，证号：（粤）水野
经字（2021JS）0603 号，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黄伟豪遗失广东省东莞

市公安局人民警察证，警衔：
一级警督，证号：154140，特
此声明作废。东莞市公安局
道滘分局 2022年8月5日

寻死者家属
2022年6月19日，我局在

广东省东莞市谢岗镇谢岗北
路16号二楼一出租屋发现一
具高腐尸体，现场发现一张身
份证：杨春祥，男，汉族，身份
证 号 码 ：
132629196106048410，户籍：
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
族自治县道坝子乡立新村十
三号下营子21号。因无法联

系其家属及亲戚，现进行登报
处理，请其家属或亲戚、朋友
到东莞市公安局谢岗分局黎
村派出所处理尸体相关事宜，
联系电话：19928136957。东
莞市公安局谢岗分局黎村派
出所 2022年8月3日

寻死者家属
2022年7月23日接报称，

在凤岗镇永盛大街168号后门
花坛有名流浪汉死亡（男，约
40岁，偏瘦，约170cm），望死
者家属速来认领尸体。凤岗
派出所黄警官19928136813，
电话0769-87751406。

寻死者家属
2022年7月25日在东莞

市麻涌镇广麻大道二涌桥对
出水面发现一具男性水浮尸，
身份不详，男性，年约25-30
岁，尸长约1.55米，长发，中等
身材，身穿黑色短袖上衣，黑
色长裤，赤脚，身上无任何能
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如有符合
上述特征的失踪人员，请其家
属或者知情者与东莞市公安
局麻涌分局麻涌派出所周警
官联系，联系电话：0769-
88821887

寻亲公告

GN22008，男，69岁，身
高164厘米，自称姓陈，疑似广
东或广西人。该员在东莞市
凤岗镇凤清路高架桥下被发
现，于2022年8月3日由凤岗
公安分局凤岗派出所护送来
站求助。望该员亲属见本公
告后速与东莞市救助管理站
联系。地址：东莞市东城区松
山湖大道东城段1号。联系电
话：0769—22678923。

东莞市社会福利中心
寻找弃婴（弃童）生父母公告

现将东莞市社会福利中
心8名弃婴（弃童）资料予以公
告查找其生父母，请该儿童的
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联系捡
拾地派出所查证后，携带相关

证件及资料一同到市社会福
利中心办理领回手续。联系
电话：22260314，地址：东城
主山大井头莞温路 546 号。
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确
定为弃婴（弃童）将被依法安
置。（儿童的名字是市社会福
利中心所取）东莞市社会福
利中心 2022年8月6日

▲莞检，男，2004年8月2
日，在东莞市东莞东火车站售票
厅的地板上捡拾，当时约3岁8
个月，脑瘫，捡拾地派出所：惠州
铁路公安处东莞东车站派出所

▲莞慧，女，2004年6月

24日，在东莞市万江街道共联
市场右侧口捡拾，当时约2岁，
脑瘫，捡拾地派出所：万江分局
大汾派出所

▲莞奇，男，2004年 6月
23日，在东莞市南城区（街道）
大朗村球场捡拾，当时约3岁，
尿道下裂，捡拾地派出所：南城
分局胜和派出所

▲莞兰凤，女，2004年 6
月4日，在东莞市凤岗镇雁田
村丰田门诊部捡拾，当时约2
个月，先天手足畸形，捡拾地派

出所：凤岗分局雁田派出所

▲莞小波，男，2004年 6
月 4 日，在东莞市南城街道
蛤地大进步村村民李锡全门
前捡拾，当时约 3 岁，脑瘫，
捡拾地派出所：南城分局西
平派出所

▲彭芷芸，女，2002 年
11月11日，在东莞市莞太大
道创业警务区附近一厕所内
捡拾，当时约2个多月，单眼
皮，捡拾地派出所：城区分局

城南派出所

▲莞石（聂允），男，2004
年5月，在东莞市常平镇新市
街107号打拐解救，当时约4
个月，双眼皮，经办派出所：企
石分局东山派出所

▲莞素，女，2004年 5月
22日，在东莞市莞龙路京山火
车路隧道口捡拾，当时约1岁，
单眼皮，捡拾地派出所：茶山分
局京山派出所

启启启 事事事

公 告公 告公 告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关于东莞市谢岗镇XG2022-01~05地块规划选址评估
及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的批前公示

2022年8月，我镇完成了东莞市谢岗镇XG2022-01~
05地块规划选址评估及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草案。在
报市自然资源管理委员会（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议
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二十六条有关规
定，对规划选址评估草案进行公示，广泛征求公众意见。现
对相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公示时间：2022年8月5日至2022年9月3日。
二、东莞市谢岗镇XG2022-01~05地块规划选址评估

及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的具体内容，将通过以下方式
公示：

（一）网上公示：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nr.dg.
gov.cn/）；

（二）现场展示：谢岗镇广场中路一号谢岗镇政府大楼
三楼规划建设公告栏；

（三）媒体公示：东莞日报及东莞有线电视台（站）至少
连续三天在黄金时段播出。

三、凡是对本次规划调整草案内容有意见与建议的，可

在公示期内，通过以下方式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
上述权利。

（一）将意见表投入设在现场展示厅内的意见收集箱；
（二）网站留言；
（三）发送电子邮件到xgghs@dg.gov.cn；
（四）将意见表传真到0769-87688229；
（五）将意见表邮寄到“谢岗镇广场中路一号谢岗镇政

府大楼三楼规划管理所”（邮编523590），信封表面须注明
“东莞市谢岗镇XG2022-01~05地块规划选址评估及地块
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公示意见”。

四、联系方式：谢岗镇规划管理所，联系电话：0769-
87689963。

五、利益关系人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如需申请听证，请
于公示期内向谢岗镇规划管理所提出书面申请。逾期未提
出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

东莞市谢岗镇人民政府
2022年8月4日

聚焦提升末端执行力

■8月4日，清溪镇召开2022年镇党委议军会议 清溪供图

■8月4日下午，长安镇召开全面提升末端执行力大会 长安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