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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袁健斌 通
讯员 邵锦烺）10月31日，桥头
镇召开传达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大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按照全省、全市传达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大会的要求，对做
好全镇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进行动
员部署。镇委书记翟耀东主持会
议并讲话，镇委副书记、镇长刘锦
棠等镇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二十大是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
重要的大会。全镇上下要按照
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
要求，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
精神，埋头苦干、奋勇前进，持续
推进“一河一路·四园区”建设，
奋力开创桥头现代化建设新篇
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贡献桥头力量。

翟耀东要求，桥头各部门、
各村（社区）要真抓实干、担当

作为，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与做好当前重点工作
结合起来，奋力推动党的二十大
精神在桥头落地落实。要坚定
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大力实
施人才强镇战略，全力打造大湾
区“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强镇。
要坚定不移提升城市品质，大力
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全力打造宜
业、宜居、宜游的魅力新城。要
坚定不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坚定不
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
设，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
桥头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部署
的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证。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
形成推动学习宣传贯彻的合
力。要广泛宣传宣讲，推动党
的二十大精神进企业、进社区、
进机关、进学校，迅速掀起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切
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

认真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全力
抓好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各项工

作，持续推进“一河一路·四园区”
建设，奋力开创“品质·美丽·宜居”
桥头建设的新局面。

桥头镇党委理论中心组召开食品安全专题学习会

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水平
本报讯（记者 袁健斌 通讯员 邵锦烺）11月7日下午，

桥头镇党委理论中心组召开食品安全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和党中央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镇委书
记翟耀东，镇委副书记、镇长刘锦棠等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全面做好食品
安全工作，坚持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
最严肃的问责，增强食品安全监管统一性和专业性，切实提高
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和能力。要加强食品安全依法治理，加强
基层基础工作，建设职业化检查员队伍，提高餐饮业质量安
全水平，加强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食品安全工作，严防、严
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安心。

会议强调，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把思想
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以“四个最
严”要求为根本遵循，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牢固树立底线思
维，坚决筑牢食品安全每一道防线，不断提升食品安全治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

桥头镇巡察协作办公室揭牌

打通监察监督“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 袁健斌 通讯员 邵锦烺）11月14日，桥

头镇举行东莞市桥头镇巡察协作办公室揭牌仪式，标志着桥
头镇在新形势下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又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镇委书记翟耀东，镇委副书记、镇长刘锦棠，镇
委委员、纪委书记韩梓东等出席揭牌仪式。

翟耀东指出，成立巡察协作办公室是坚定不移把党的二
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的重要体现，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省委、市委巡视巡察工作要求，创新巡察工作机制，履行管
党治党主体责任，持续深化纠“四风”，推进巡察工作深入基
层，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举措。镇纪委、巡
察协作办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坚持巡察政治定
位，以“两个维护”为目标，完善巡察监督体制机制，科学推进
全镇巡察工作，扎实开展对村（社区）巡察工作，切实发挥好巡
察协作办的职能作用，助力桥头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据悉，桥头镇党委高度重视巡察协作建设工作，择优选配
了4名政治素养高、业务能力强的专干。接下来，桥头巡察协
作办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巡视巡察工作的决策
部署和市委巡察工作要求，推动监督下沉，扎实推进对村(社
区)巡察全覆盖，打通监察监督“最后一公里”，不断推动巡察
工作向纵深发展。

桥头镇党政商代表团赴贵州铜仁开展考察调研

促进两地深度交流合作
本报讯（记者 袁健斌 通讯员 桥头宣）11月3至4日，

桥头镇委副书记、镇长刘锦棠率党政商代表团赴贵州省铜仁
市玉屏县开展考察调研，加快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工作
落实。副镇长莫润波、罗日升等参加调研。

在桥头·玉屏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上，两地共谋加快推进
东西部协作发展大计，总结了自结对帮扶以来，常平组团与玉
屏县东西部协作的工作情况，并举行了村村结对、企村结对、
社会帮扶等帮扶资金捐赠仪式。

玉屏县委副书记、县长田兴国高度评价桥头镇主动作为、
多措并举，扎实帮扶玉屏县社会经济加快发展，得到了群众的
一致好评，取得了良好的帮扶成效，并提出下来在加大力度推
广玉屏油茶、鹿茸菇等农副产品，以及延伸碳酸钙资源产业链
等方面具体措施。

刘锦棠指出，玉屏县具有独特的侗乡风韵、深厚的人文底
蕴、因地制宜的特色产业、干劲十足的广大干部群众，这些因
素切实增强了桥头·玉屏两地互利共赢谋发展的信心。接下
来，桥头镇将进一步加强与常平组团兄弟镇街的沟通配合，深
度挖掘和整合两地优势资源，以“玉屏所需，桥头所能”为抓
手，重点抓好产业转移、电子商务、消费协作、文化融合等帮扶
措施，助力玉屏县实现更快更好发展。

考察期间，桥头镇党政商代表团实地调研了朱家场镇乡村
振兴示范点混寨村“绿野仙踪·田园秘境”项目和谢桥村“一花
居”民宿项目，考察了贵州黔玉山茶油公司和玉屏侗乡风情园，
促进桥头、玉屏两地在生态农业、文旅融合、产业转移等多个领
域开展深度交流合作，谱写东西部协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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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桥头镇召开传达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大会

奋力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落实

本报讯（记者 袁健斌 通
讯员 香雅怡）11月10日上午，
桥头举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市委宣讲团宣讲报告会，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
进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深走
实。桥头镇委书记翟耀东等镇
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了会议。

报告会上，东莞市委宣讲团
成员、东莞市委党校教育长、党

校学委会副主任王金豹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题作专
题辅导宣讲，围绕全面理解把握
党的二十大的重大意义、深入学
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学好
用好党的二十大精神三个方面，
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了系统阐
述和深入解读。宣讲报告站位
高，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
度，对准确理解党的二十大精神

具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
会议强调，要坚持学深悟透

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全面系
统学，把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与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起来，
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
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全面领会
和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的

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要坚持
联系实际学，紧紧抓住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蕴含的发展机遇，围绕
镇委、镇政府的中心大局，加强
对本领域、本部门工作的通盘考
虑，持续优化工作思路和措施。

会议要求，要坚持在实干中
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入贯彻落实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重要要求，慎终如始抓好疫

情防控工作，切实统筹好发展和
安全两件大事。要坚持高质量发
展，加快推动“四园区”开发建设，
着力抓好新动能培育工作，紧盯
招商引资、空间拓展、品质提升等
重点环节。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优化道
路交通、教育学位、医疗卫生等公
共服务供给，加快推进社会治理
现代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市委宣讲团宣讲报告会走进桥头

推进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

本报讯（记者 袁健斌 通
讯员 莫衬玲）11月 3日下午，
桥头镇举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莞邑百姓宣讲活动暨宣
讲员比赛颁奖仪式，引导党员
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
周围，充分发挥莞邑百姓宣讲
感染人心、凝聚力量的引领作
用。

活动中，来自桥头镇第二

小学的教师莫菁华以《展望时
代新征程 谱写奋斗新华章》为
题，通过声情并茂的宣讲和
PPT、小视频等呈现方式，向大
家作了精彩的分享。她说，当
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
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
的前景无比光明。我们要紧跟
党的前进步伐，用党的科学理
论武装自己，用党的初心使命

感召自己，更要始终坚定不移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
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
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
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
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出最
美的绚丽之花。

据悉，9月25日起，桥头镇
宣教文旅办在镇内组织开展了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莞
邑百姓宣讲员大赛，推动党的
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营造踔厉奋发新时代、建功立
业新征程的浓厚氛围。

经过公开、公平、公正、严
谨的评选，最终评选出一、二、
三等奖共6名。其中，莫菁华的
宣讲作品《坚守入党初心 担当
育人使命》获得一等奖；镇文化

服务中心莫小琼《爱国企业家
——邓盛仪》、镇文化服务中心
谭启《不负青春使命，走好奋斗
之路》获得二等奖；桥头镇第三
小学董洋、郭芊彤《东江纵队铁
东大队大队部遗址》、桥头镇中
心小学颜笑娟《点燃星火，筑梦
前行》、桥头镇第五小学费可
《泥土上的歌者——邓植仪》获
得三等奖。

本报讯（记者 袁健斌 通
讯员 邵锦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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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报告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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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宣传部
相关领导、桥头镇委书记翟耀东
等领导等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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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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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
一些关键人、关键事、关键环
节展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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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中还安排了美声独唱
《我爱你中国》、情景朗诵《等

待》和歌曲独唱《等待》等文艺
节目，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充
分调动现场人员的参与热情和
积极性，让党员干部、群众代表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党的
二十大精神。

据了解，桥头镇把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
任务，精心组织策划系列活动，
全力推动辖区各级、各部门、各

行业系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热潮。同时，坚
持“思想引领+文化供给”，把理
论武装与桥头丰富多彩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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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桥头镇学习宣传贯彻二
十大精神“莞邑百姓宣讲团”进
企业的首场报告会上，姚紫莹、
莫菁华、张卓等 3 名莞邑百姓
宣讲员分别作主题宣讲。

姚紫莹作了题为“坚定文化
自信酿造文化之蜜”的宣讲，讲述
了本土作家莫树材在桥头文学
的发展道路上一直扮演着“蜜蜂”
的角色，通过成立作家协会、小
小说学会、举办“东莞荷花文学
奖”“东莞小小说创作大赛”“新
荷杯”等文学比赛，搭建桥头文
化平台，使桥头文化日益辉煌。

莫菁华作了题为“守护桥
头的平凡英雄”的宣讲，讲述了
桥头平凡英雄的英勇事迹。通
过罗海文火中奋勇救人，以及
罗柱平、罗灿洪携手勇救落水
者的两个事迹，展现了桥头人
民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见义

勇为的崇高品质。平凡人行英
雄事，这种舍身忘我的精神让
在场所有人为之动容。最后，
莫菁华呼吁大家弘扬传统美
德，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
先锋，为建设新时代文明桥头
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一名医护人员，张卓
以“我家的百年抗疫”为题，讲
述了家中几代人从医百年的感
人故事。一个家庭几代人百年
来都在为人民的生命健康而努
力奋斗。特别是在抗疫工作
中，他们家中就有 6 名医生坚
守抗疫前线，其忘我付出的励
志故事让人敬佩。张卓表示，
作为一名医疗战线工作者，一
定将党的二十大精神传达好、
贯彻好、落实好，不断提高医疗
服务水平，切实增强患者就医
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现场直击

3名莞邑百姓宣讲员现场宣讲

桥头镇举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莞邑百姓宣讲活动暨宣讲员比赛颁奖仪式

发挥宣讲感染人心、凝聚力量的引领作用

推动宣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10月31日，桥头镇召开传达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大会 通讯员 邵锦烺 摄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莞邑
百姓宣讲”进企业报告会在桥头举行

■莞邑百姓宣讲员在开展宣讲 通讯员 邵锦烺 摄

02

桥头持续为居家养老服务“加码”，全方位
照顾老年人日常所需

解锁“养老”变“享老”的
幸福密码

03

桥头镇第十八届中小学、幼儿园书画大
赛获奖结果出炉

精品力作
唱响爱国主旋律

东莞首位“00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来自桥头

十万分之一的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