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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记者 梁盘生）昨日，东莞
市2022年度东西部协作工作视频会
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
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开展东西
部协作工作考核要求，通报我市东西
部协作工作进度，部署迎接国家、省考

核及明年莞铜东西部协作工作，推动
我市与铜仁市的协作工作落地见效。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梁杰钊出席并
讲话。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责任担当，切实增强做好东西部协作工
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东莞和铜仁
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深化

合作。要对标对表考核要求，精心组织
实施，全力以赴做好迎接东西部协作年
度考核准备工作，确保我市东西部协作
工作考核再创佳绩。要突出抓好产业
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等重点协作
工作，打造莞铜协作示范亮点，加大对
乡村振兴重点县的倾斜，持续发力推动
莞铜协作工作再上台阶。

会议要求，各镇街（园区）、各有关
部门要将对口帮扶工作列为“一把手”
工程，广东省粤黔协作工作队铜仁工
作组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市经协办
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帮扶镇街组
团要加强与我市在铜仁各县区工作小
组的沟通，为东西部协作工作开展提
供坚实保障。

东莞市2022年度东西部协作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持续发力推动莞铜协作工作再上台阶

■昨日，东莞市2022年度东西部协作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本报记者 梁盘生 摄

本报讯（记者 刘维佳 韦琼 雷
元全 袁健斌）“省文保”变身“宣讲
台”、走进企业宣讲以先进思想引领企
业员工坚定信心跟党走、红色主题宣
讲入校园引领学生传承红色精神……
连日来，石龙、虎门、洪梅、横沥、桥头
等镇街深入贯彻落实全市统一部署要
求，认真开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莞邑百姓宣讲”活动。百姓宣讲员
用通俗、接地气的宣讲，让党的二十大
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春风化雨般地融进
群众心里，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热潮。

石龙
“省文保”变身“宣讲台”

古树成荫的石龙中山公园，“多方
景胜，咫尺山林”的景致引人入胜，其
中还保存着众多革命伟人在石龙留下
的红色印记，是石龙开展红色教育的
重要平台。11月21日，石龙镇把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莞邑百姓宣
讲”活动搬进中山公园，让宣讲更加亲
民接地气，努力让党的二十大精神“飞
入寻常百姓家”。

结合本次宣讲活动所在地的特
点，活动紧扣“革命文化”主题，邀请抗
战英雄陈少明、退役老兵罗广平讲述
从军入伍的红色故事，宣扬军人为祖
国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爱国主义精
神；还邀请了镇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
丁利民向大家讲述东征时期，中国共
产党人在石龙留下的革命足迹，以及
在东征中的历史功绩和重要作用，让
市民进一步了解东征时期的中国共产
党人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

革命文化与爱国主义精神，在宣
讲中娓娓道来，让在场听众听得“入
耳”更“入心”，让“革命文化”的深刻
内涵深深根植于人们心中。“石龙镇
拥有优秀的革命传统和浓厚的红色
文化底蕴，我将接过革命先辈的接力
棒，学习中国军人的拼搏精神，用奋
斗创造美好生活。”参加活动的市民
任先生说。

为进一步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家
喻户晓、深入民心，石龙镇接下来将
继续充分利用镇、村（社区）两级新时
代文明实践阵地，持续开展“莞邑百
姓宣讲”活动，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
宣讲“六进”（进企业、进农村、进机
关、进学校、进社区、进网络）活动。
同时创新方式方法，把宣讲活动开展
得既“有高度”，又“接地气”，让群众
听得进、弄得懂、记得牢，切实推动党
的二十大精神在石龙深入人心、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虎门
百姓宣讲活动进企业

自今年11月以来，虎门镇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莞邑百姓宣讲
活动先后走进虎门多家企业，通过将
党的二十大精神送进企业、送到员工
中间，推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走深走实。

11月17日，在东莞市巴迪小虎
服装有限公司，虎门镇莞邑百姓宣讲
团成员莫见兰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
围绕虎门北栅籍革命前辈陈超在党
的隐蔽战线上英勇战斗的事迹，向企
业员工展示了一位红色特工的高尚
情操和人格魅力。参加活动的企业
员工表示，革命先辈机智勇敢、不怕
流血牺牲的精神品质是必须传承的
红色基因。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
任务。为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
入心、走深走实，虎门镇将成立10支
百姓宣讲队伍，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站、点）、“相约木棉树下”市民
讲堂等阵地，坚持“群众下单、中心配
菜、志愿者送餐”的原则，聚焦“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主题，走进各类
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企事业单
位、学校、田间、果园等，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全
镇举办百场莞邑百姓宣讲活动，用身
边人讲身边事，用“小切口”讲好“大
故事”，用“家常话”讲清“大道理”，把
党的二十大精神讲清楚、讲明白，让
老百姓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进一
步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虎门落地
生根、结出丰硕成果。

洪梅
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校园落

地生根

为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校园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11月21日，洪梅镇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莞邑百姓宣讲”活
动走进洪梅中心小学。此次活动由
洪梅镇莞邑百姓宣讲团成员陈庆泉
担任主讲。

陈庆泉以“不忘历史，展望未来”
为题，结合自身的经历，给师生们声情
并茂地讲述了洪梅镇革命先辈李本立
及其家人的战斗英雄事迹，深入学习
了解洪梅在东莞党史的“五个第一”。
其间，陈庆泉通过讲述“万屋涌”的传
说故事，引出洪梅中心小学的校址由
来，带领学生们追寻校园的发展历史，
感受校园文化精神。

活动中，陈庆泉生动的讲述赢
得了师生阵阵掌声，引起了广泛共
鸣。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学生，要珍
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奋发
有为，继承先烈遗志，把红色精神传
承下去，让洪梅本土红色文化绽放
更加绚丽光彩。

教师莫颖菲表示，此次活动非常
有意义，通过面对面“讲故事”的方
式，让学生更近距离了解到革命烈士
的事迹，希望孩子们能从革命故事中
汲取到积极的能量，更加坚定“永远
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长大后为祖
国做贡献。

此次莞邑宣讲活动，旨在推动党
的二十大精神进校园、进课堂，通过党
史宣讲的形式，让“红色种子”在孩子
们心中生根发芽，让红色基因、革命薪
火代代传承。

接下来，洪梅镇莞邑百姓宣讲团
将深入村（社区）、企业、学校、机关单
位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着力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基层落地生根。

横沥
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

心、更接地气

11月 23日，横沥镇举行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莞邑百姓宣讲”启
动仪式暨走进协同创新园报告会，持
续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横沥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横沥镇委副书记张超等
参加了宣讲活动。

在启动仪式上，张超等为全镇22
名莞邑百姓宣讲员颁发聘书。会议
要求，要进一步推动莞邑百姓宣讲活
动深入基层，用喜闻乐见、生动活泼、
灵活丰富的语言、方式、路径等，通过
自己、身边人的故事讲述过去十年东
莞以及横沥的变化，切实把党的二十
大精神讲清、讲准、讲透、讲实，让党
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更接地气，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家喻户晓。

报告会还以群众喜闻乐见、生动
活泼的“宣讲+文艺”的方式，融入了
横沥镇原创粤曲《小城有界 大爱无
疆》、横沥市级非遗陈氏太极拳表演，
使宣讲更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让
群众“坐得住、听得懂、有收获”，群众
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天，横沥镇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莞邑百姓宣讲”报告会在镇

协同创新园同步举行。来自横沥镇
妇联的刘冬、镇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
心的蓝天珍、六甲村的香杰明三位宣
讲员分别结合新时代十年东莞、横沥
的发展变化和身边人、身边事，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深入宣讲党的二十大
精神，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家喻户
晓、深入人心。

桥头
让党的二十大精神飞入百姓家

11月 22日，桥头镇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莞邑百姓宣讲”进
企业的首场报告会在力嘉环保包装有
限公司举行。报告会通过“宣讲+文
艺”的方式，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讲实、
讲透、讲具体、讲生动，推动党的二十
大精神在桥头落地生根。

宣讲现场，党员干部与群众围坐
一堂，唠家常、话发展、学精神，气氛热
烈，振奋人心。姚紫莹、莫菁华、张卓
等3名莞邑百姓宣讲员以自己的亲身
经历、切身感受以及桥头的人物和故
事为切入点，采取通俗易懂、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推动宣讲往深里走、往心
里走、往实里走，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在
桥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据了解，桥头镇坚持“思想引领+
文化供给”，把理论武装与桥头丰富多
彩文化活动结合起来，统筹组建了镇
级“莞邑百姓宣讲团”，并在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学校、“坪石先生”陈列
馆、村（社区）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
活动，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让基层群
众学习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

接下来，桥头将继续以“莞邑百
姓宣讲”为抓手，聚焦群众需求，突出

“快、实、新、活”，切实在增强理论宣
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上下功夫。努
力打造具有桥头特色的宣讲品牌，推
动理论武装、理论阐释、理论宣讲工
作在桥头这片热土上“飞入寻常百姓
家”，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潜移默化
中春风化雨般地融进群众心里，从而
凝聚起建设“品质·美丽·宜居”桥头
的强大力量。

多镇街持续开展莞邑百姓宣讲活动

生动宣讲“声”入基层

一线宣讲

本报讯（记者 吴金华）昨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国洪率队
视察品质交通千日攻坚行动实施
情况，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了解近三年全市品质交通建设成
效，继续推动东莞现代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建设。部分市人大常委
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代表等参加。

郑国洪一行实地察看了石鼓
社区停车管理情况、莞太路品质
提升工程、市轨道交通1号线新
源路站点项目，并召开座谈会，听
取市政府相关部门关于品质交通
千日攻坚行动实施情况专题汇报
和代表有关意见建议。

郑国洪表示，交通出行事关国
家命脉和民生福祉。三年来，市政
府以治堵为切入点，不断完善交通
基础设施，改善交通公共服务，强
化交通综合治理，全市交通问题有
序改善。市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深
化交通需求管理，推动交通资源精
准高效分配，加强交通技术人才队
伍建设，切实提升精细化管理水
平。要加强多元保障，保持财政资
金投入强度，保障重大交通项目资
金和用地需求。市人大常委会要
推进地方立法，提升依法治理效
能，继续依法监督，跟踪问效，推动
我市品质交通建设。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品质交通千日攻坚行动实施情况

推进东莞品质交通建设

本报讯（首席记者 林朝丰）
11月22日，一年一度全国政法系
统最高规格的新媒体评选活动
——中央政法委第四届“四个一
百”优秀政法新媒体评选榜单正
式揭晓。东莞市委政法委“智网
人人拍”获优秀政法新媒体融媒
公共服务奖二等奖。

中央政法委第四届“四个一
百”优秀政法新媒体评选经过数据
分析、专家评审，聚焦微信、微博、
今日头条、抖音等10个主流网络
平台，在全国政法系统的逾14万
个新媒体账号中，有100个优秀政
法微信公众号、100个优秀微博账
号、100个优秀视频类账号、100
个优秀资讯类账号，和25个“政法
融媒公共服务奖”脱颖而出。

此次获奖的“智网人人拍”是
一个微信小程序，是市委政法委
积极落实响应政府建设，加快推
进“互联网+社会治理”的创新举
措。它面向市民提供拍照报料功
能，广大市民随手拍，就可以举报
各类社会问题隐患线索。在市民
和“智网工程”之间架起了一座更
为直接的社会治理互动桥梁。

“智网人人拍”建立了覆盖线

上线下的问题隐患响应和处置闭
环。在线上，“智网人人拍”与“智
网工程”信息系统、政务资源信息
共享平台无缝对接，实现隐患线
索从市民到网格管理员再到入格
部门的自动流转交办和结果反
馈，市财政还设立了专门的奖励
资金用于鼓励市民报送线索。在
线下，“智网人人拍”配套的工作
制度也确保网格管理员、各入格
部门对市民报送线索的及时响应
和有效处置。

据统计，截至2022年10月，
“智网人人拍”共接到市民报料18
万条，向市民派发奖励红包106.8
万元，为东莞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助推加快构建共建
共治共享格局贡献力量。

中央政法委第四届“四个一百”优秀政法新媒体
评选榜单揭晓

“智网人人拍”喜获
“融媒公共服务奖”二等奖

扫码查看获奖全名单

■11月21日，石龙镇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莞邑百姓宣讲”活动搬进中山公园 石龙供图

2022 年，东莞赴铜仁调研对接
906人次，举办劳务协作培训班 87
期，培训农村劳动力3508人，其中脱
贫劳动力1605人。打造“莞铜云聘”

“铜人莞家”等就业服务品牌，助铜仁
籍农村劳动力就业43962人（脱贫劳
动力 36540人），新增帮助 38951人
（脱贫劳动力33544人）。

新增引导落地投产企业 62个，
吸纳农村劳动力 2931人（脱贫劳动
力640人）。共建产业园区16个，引
导入园企业 33个，吸纳农村劳动力
1606人（脱贫劳动力781人）。援建
帮扶车间 84 个，吸纳农村劳动力
5908人（脱贫劳动力1561人）。建立
互利共赢的供销协作关系，通过线上

线下方式助推“黔货出山”。
强化干部人才交流互动，东莞向铜

仁选派挂职干部25人，接收铜仁挂职干
部37人。东莞向铜仁选派专业技术人
才288人，接收铜仁专业技术人才270
人。举办乡村振兴干部培训班89期，培
训干部7247人次。举办乡村振兴专业
技术人才培训（含教师、医生等）191期，

培训专业技术人才16995人次。
实施帮扶项目240个，从乡村规

划、产业经济发展、旅游资源开发等方
面，支持铜仁打造42个乡村振兴示范
村。强化结对支持，东莞59所学校、39
家医院结对帮扶铜仁55所学校、33家
医院，发动148个社区、117个企业、21
个社会组织结对帮扶铜仁303个村。

■数说2022年我市东西部协作工作成效

本报讯（首席记者 林朝丰）近
一段时间以来，我市在外省、市来
（返）莞人员中发现多起阳性病
例。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11月23日，东莞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
第69号通告，进一步加强外省、市
来（返）莞人员的健康管理，保障广
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抵莞后“落地检”和“三天三检”

根据通告，所有外省、市来
（返）莞人员在来（返）莞前需在“i
莞家”APP上提前报备，并如实填
报信息。

通告要求，对所有外省、市来
（返）莞人员，抵莞后要严格落实
“落地检”和“三天三检”措施，其
间要做好自我健康监测，非必要
不外出，不聚集、不聚餐、不去人
群密集场所，有不适症状及时就

诊。第 5 天再进行 1 次核酸检
测。来自有本土疫情的重点地区
人员按疾控部门的规定落实相关
健康管理措施。

企业经营者和出租屋房
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通告要求，进一步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属地、部门、单位、个
人”四方责任。各企业经营者和
出租屋（公寓）房东等要切实履行
主体责任，群众要当好自身健康
第一责任人。

对不履行主体责任、不遵守
国家和省、市出台的疫情防控有
关规定引发疫情传播的企业和个
人，将依法追究责任。

根据通告，上述措施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与第68号通告不一致
的地方，以69号通告为准，后续根
据疫情形势和防控要求动态调整。

所有外省、市来（返）莞人员
要提前在“i莞家”报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