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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范德全 见习记
者 高鹏飞）2022年 9月是绿色出
行宣传月。为积极响应国家“双碳”
战略，助力东莞在“双万”新起点上
实现绿色发展，昨日上午，2022年
东莞市“世界无车日”活动暨厚街镇

“品质公交行”启动仪式在厚街镇政
务服务中心广场举行。

厚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尚
荣，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市道路
运输事务中心主任卢广基，东莞日
报社党委副书记、副社长余映涛，东
莞交投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袁
国超，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城市公
交部部长姚焕康，厚街镇副镇长杨
铁，东莞巴士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黎俊锋，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刘全强等出席活动。

活动中，与会嘉宾共同启动了

2022年东莞市“世界无车日”活动
暨厚街镇“品质公交行”，并为厚街
镇“政务服务号”揭幕，随后乘坐体
验“政务服务号”。

此次活动以“让绿色看得见”
为主题，以“绿色出行＋厚街形
象”形式呈现，厚街特色专列和主
题公交纪念卡同步亮相，让公交
车成为厚街形象的流动宣传点。
同时，东莞巴士绿色出行潮玩
IP——“黑金刚胖哒”在活动现场
全市首发，倡导更多市民朋友选
择公交出行。

此外，东莞巴士还与厚街镇政
府联合开展“品质公交行”活动，
这是我市公交事业发展的精彩呈
现和良好示范，将为厚街人民提
供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公交出
行服务。

本报讯（首席记者 李金健）昨
日，市委常委会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指挥部）会议召开，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传达中央、省近期会议精神，通报
我市近期疫情防控有关情况，研究下
阶段工作安排。市委书记肖亚非主

持会议。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准

确把握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切实打起
十二分精神，严防死守、死扛硬顶，全
面排查整治疫情防控风险隐患，加大
督导检查力度，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

疫情的底线，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强调，要盯紧看牢各类风险
点位，坚决筑牢“外防输入”防线。要
重点守住交通站场、码头等防线，加派
人手力量，督导检查各项防疫工作落
实情况，继续做好交通站场核酸“落地

检”，严密防范高速公路服务区，火车
站，长途客运站的洗手间、饮水区和吸
烟区等重点区域，加强第三方人员管
控，提升自我防护意识。要督促企业
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加强对新
招录员工的防疫管理。要加强国庆假
期前后学校疫情防控工作，落实落细

各项校园防控措施。要加大外地来莞
（返）莞人员落地排查力度，压实职能
部门、属地“三人小组”、业主、旅店等
各方责任，强化沟通协作，引导外地来
（返）莞人员自觉进行核酸检测、做好
自我健康监测。要加强人员安全有序
流动，倡导就地过节，尽量减少跨市出

行。要强化社会面管控和核酸检测，
充分发挥医院发热门诊、基层医疗机
构的“哨点”“雷达”作用，适当加密风
险职业人群核酸筛查频次。要加强纪
律作风建设，严格值班值守，始终保持
应急指挥体系激活状态，确保一旦发
生疫情能迅速响应、快速扑灭。

本报讯（记者 吴金华 通讯员
莞仁宣）9月21日下午，市人大常委
会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专题宣讲会，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
卷，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东莞人大系统进一步
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报告会
邀请市委宣讲团成员到场作辅导报
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招群，副
主任潘新潮、郑琳、杨晓棠、罗军文、
方灿芬，党组成员黄庆辉，副厅级干
部周楚良、何跃沛、梁荣业，秘书长
叶向阳等出席报告会。受骆招群委
托，潘新潮主持报告会。市人大常
委会机关全体干部参加学习。

宣讲会上，市委宣讲团成员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
成果”为主题，深入解读了《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并对其中蕴含
的“中国之理”“中国之路”“中国之
治”作了透彻分析。报告内涵丰富、
重点突出，对于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干部职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四卷，做好新时代东莞
人大工作，具有促进作用。

会议强调，市人大常委会及机
关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推动学
习贯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走深走实。要从筑牢政治忠诚的高
度深学细悟。用心用情感悟这部重
要著作，从而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要从感悟真理力量的角度融会贯
通。主动将第四卷与前三卷，以及

总书记的其他重要著作和重要论述
作为一个整体学习，深刻理解其核
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
要求，真正做到融会贯通、以学促
行。要从加强成果转化的维度推动
工作。在学习中把自己摆进去、把
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紧紧把

握省委“1+1+9”工作部署和市委
“双万”“双聚焦”“双实现”主题主
线，高质量做好人大立法、监督等各
项工作，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全力服务“稳增长、促发展、保安全”
大局，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本报讯（记者 向连）今年全国
科普日，东莞市系列活动围绕聚焦东
莞市战略性产业领域，面向市民需
求，促进素质提升，创新打造“科普+
科创”“科普+产业”“科普+文化”跨界
碰撞等四大亮点，科普新业态蓄势待
发。

“科普+科创”，推动科技资源科
普化，激发科普与科创同频共振。

2022年全国科普日东莞市系列活动
上，展出了由北大光电研究院负责的

“光之体验与半导体光源器件科普教
育”展览，和由广东医科大学干细胞
与再生组织工程重点实验室负责的

“神奇的干细胞与再生”展览。
“科普+产业”，启动仪式重磅发

布了东莞科普教育基地旅游地图，精
选出81个基地，规划了“科技兴国游”

“科技场馆游”“智造东莞游”“人文科
普游”四条科普旅游线路。每条线路
都包括了多家科普教育基地。

“科普+文化”，科普不断破圈，实
现跨界融合。在2022年全国科普日
东莞市系列活动中，科普与文化手牵
手，打造了“航天·太空·艺术创想”展
览。展出的展品包括绘画、书法、摄
影、产品设计、服装设计、文学等10个

品类，展出了“非遗逐梦”“潮流漫游”
“童趣迷航”“国粹苍穹”共4个板块、
34件作品。

接下来，科技嘉年华、“大咖看未
来”讲座、“碳达峰、碳中和”主题展览、
神奇科学之夜表演、产业工人素质提升
活动、线上有奖竞答等多项科普活动还
将走进各镇街，优质便捷的科普展品展
览和科普活动将惠及更多市民。

本报讯（记者 向连）昨日，2022
年全国科普日东莞主场活动在市民
服务中心市民讲堂启动。省科协一
级巡视员吴焕泉，市委常委、副市长
刘光滨等出席启动仪式。

2022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以“喜迎
二十大，科普向未来”为主题。东莞
主场活动上，颁发了“我是科学小达
人”“广东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等奖
项，颁授“东莞市科普示范社区”“东
莞市科普教育基地”等荣誉，现场还
发布了东莞市科普教育基地地图。

据悉，石排镇下沙村等6个村（社
区）成功创建2022年“东莞市科普示
范社区”，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10家
单位创建了2022年度“东莞市科普
教育基地”，并在本次活动中现场授
牌。另外，还有石排镇独洲小学等5
所学校被认定为2022年度“东莞市
创客培育学校”。

据介绍，今年，东莞市全国科普
日活动通过展览展示、互动体验、现
场咨询、科普讲座、科普表演等多种

形式，寓教于乐,促进基层科普资源
共享，提高基层科普服务能力，在全
市范围内掀起“热爱科学、崇尚创
新”的热潮。

刘光滨表示，近年来，市委、市政

府坚持把加强科学普及、提高全民科
学素质作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
要举措，开创了我市科普工作新局
面。他表示，希望全市各级科协组织
坚持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

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
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全市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继续弘扬新时代
科学家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
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

市委常委会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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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
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此次活动通过提出“绿色出
行，公交先行”倡议，推出特色路线
等，倡导广大市民群众绿色出行，
公交出行。

呼 吁 厚 街 镇 市 民 共 同 参 与
到“无车日”活动中，自觉践行简
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成为绿色出行、低碳生活的践行
者、倡导者和传播者，共建厚街
绿色美好幸福家园。

——厚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陈尚荣

呼 吁 全 体 市 民 积 极 践 行 绿
色出行理念，在日常出行时优先
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步行等

绿色出行方式，共同做绿色出行
的参与者和守护者，携手把东莞
这座城市建设得更加绿色、更加
美好。

——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主
任卢广基

除了在厚街首发“政务服务
号”，东莞巴士还将在厚街镇陆续推
出“乡村振兴号”“历史人文号”

“党建引领号”等特色线路。东莞
巴士 10 月底将举办“让绿色听得
见”青春之夜火柴盒音乐会，以更广
范围的软传播引发市民共情，共同
营造绿色出行的良好氛围。

——东莞巴士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黎俊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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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街镇“政务服务号”主题公交首发 本报记者 陈帆 摄

学习贯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本报讯（记者 周桂清）昨日，
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光滨率队督导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深入贯彻落实
全省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
工作部署要求，全力以赴打好蓝天
保卫战。

受不利气象条件、大气污染物
排放量大等影响，近期全省发生长
时间、大面积臭氧污染。我市工业
企业数量庞大，臭氧污染问题突
出。未来半个多月不利气象条件仍
将持续，东莞大气污染防控形势严
峻，空气质量不容乐观。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要求全市各相关部
门、各镇街（园区）坚决贯彻落实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的重要要求，严格按照全省
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工作部署，全
力推进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百日

攻坚，尽最大努力遏制臭氧污染持
续上升趋势，有效提升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率。

刘光滨深入高埗镇，实地察看
表面涂装、塑料制品企业大气污染
防治落实情况，检查企业VOCs废
气收集、治理设施运行情况。他强
调，市生态环境局要进一步加强统
筹协调，强化大气污染源头减排、
系统治理；狠抓工作落实，提升执
行力，大力开展工业源、移动源、成
品油、扬尘源等四大专项整治，进
一步强化涉VOCs企业、锅炉、机
动车等重点污染源监管，减少大气
污染物排放；强化帮扶督导，做好
企业环保服务，迅速组织帮扶督导
组下沉各镇街（园区），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污染防治和经济社会发
展，确保大气污染防治举措落到实
处取得成效。

市领导督导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确保大气污染防治举措
落到实处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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