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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13日上午，谢
岗镇组织收看收听全市疫情防
控工作电视电话会，并接着召开
谢岗镇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会
议，迅速落实全市会议重要部
署，推动全镇上下抓紧抓实疫情
防控各项工作。

谢岗镇委书记叶可阳，谢
岗镇委副书记、镇长候选人蔡
俊文等领导班子成员，全镇各
单位部门、各村（社区）负责人
参加会议。

叶可阳指出，近期省、市疫
情防控正面临省外输入、本土反
弹压力，呈现多点散发、多地频
发态势，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
复杂，风险依然存在，疫情防控
这根弦时刻不能放松。

叶可阳要求，各单位部门、
各村（社区）要加强分析研判和
风险排查，提高疫情早发现能
力，做到风险早发现、快管控；
要不断完善疫情防控工作预案
和处置流程，加强人手、应急物

资储备；要聚焦农贸市场、建筑
工地、学校等重点场所、重点人
群管理，压实主体责任；要严抓
落实“落地检”，筑牢外防输入
防线；要提高核酸检测质量效
率，确保“应检尽检”；要加强
部门协同联动，形成强大合力，
筑牢疫情防控“铜墙铁壁”；要
加强民生服务保障和困难群
体兜底保障，确保抗疫有力度
更有温度；要强化宣传舆论引
导，多渠道及时通报疫情态势
和防控工作进展；要严格规范
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人员在
岗、信息通畅，保持疫情防控指
挥体系处于激活状态，守牢阵地
不放松。

蔡俊文表示，各单位部门、
各村（社区）要把疫情防控工作
作为头等大事，毫不动摇坚持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
“动态清零”总方针，抓紧抓实
“主动防、早发现、快处置、防外
溢、优服务”各项工作。要加

强社会面管控，继续强化扫场
所码、戴口罩、查验行程卡等
防控措施；要进一步落实落细

居家办公、居家隔离人员管控等
各项工作，筑牢辖区疫情防控防
线；在核酸检测质量、信息共享

等方面要以快制快，缩小社会面
传播风险。

（谢文洁）

谢岗镇党政商代表团赴贵州省铜仁市
玉屏县考察调研

从多方面助力玉屏县发展

本报讯 11月20至22日，谢岗镇委副书记、镇长蔡俊
文率党政商代表团赴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开展考察调研活
动，加快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工作落实。谢岗镇委委
员黄景鹏，副镇长李文辉、罗炜强，以及谢岗镇农林水务局、
人社分局、教育管理中心、黎村村、大厚村、谢岗村、赵林村
相关负责人，谢岗商会、谢岗镇高端装备协会、谢岗镇青年
企业家协会相关代表参与调研。

活动期间，谢岗镇党政商代表团一行和玉屏县领导干
部召开“谢岗·玉屏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共谋加快推进东
西部协作发展大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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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屏县委副书记、县长田兴国表示，谢岗镇主动作为、
多措并举，扎实帮扶玉屏县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得到了群
众的一致好评，取得了良好的帮扶成效。希望接下来双方
继续加大招商引资、文旅融合、消费协作等方面的交流合
作。

蔡俊文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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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因素切实增强了谢岗·玉屏两地互利共赢谋发展的信
心。接下来，谢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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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保持重视程
度不减、资金投入不减、政策支持不减、帮扶力度不减，以

“玉屏所需，谢岗所能”为抓手，重点抓好产业协作、消费协
作、劳务协作、人才交流等方面工作，助力玉屏县实现更快
更好发展。

会上，谢岗镇政府与玉屏县举行村村结对、企村结对、
社会帮扶等帮扶资金捐赠仪式。

活动中，谢岗镇党政商代表团一行先后调研了常平组
团共建产业园区—玉屏经开区、新店镇老寨村、新店镇洞坪
村、朱家场镇混寨村和贵州黔玉山茶油公司，促进谢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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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今年以来，谢岗和玉屏两地在各个层面开展了
多次走访交流活动。双方聚焦产业、劳务、消费、旅游等重
点领域，扎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各项工作，开展了村村、村企结对，取得了较好成
效。今年谢岗镇累计落实财政帮扶资金100万元、采购农
副产品88万元、发动社会捐资捐物50万元，推动双方的交
流合作更加深入紧密，实现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谢岗镇扶贫办供稿）

谢岗镇开展法治专题培训

强化提升领导干部
法治思维和执法水平

本报讯 11月25日上午，谢岗镇举行2022年“双百”暨
领导干部法治专题培训会，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法治
中国建设”的论述部署，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推动
领导干部学法常态化、制度化，提高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的意识，增强贯彻实施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为建设“法
治谢岗”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谢岗镇委副书记叶浩昌，各单位部门负责人、各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以及“法律明白人”参加培训。

培训会上，东莞理工学院法律与社会工作学院（知识产
权学院）副教授、知识产权系主任龚红兵作题为“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 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认识《民法典》，
全力实施《民法典》”的专题培训。龚红兵以翔实的资料、真
实的感受、深刻的讲解，从民法典的重要意义、民法典的框
架及内容、民法典总则编等内容，生动阐释了民法典。

会议要求，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学习宣传的
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
策部署上来，自觉学习、宣传、遵守、维护《民法典》，全面开
展《民法典》的普法工作，在全镇掀起《民法典》的学习宣传
热潮。 （谢世金）

谢岗镇召开青少年工作党政联席会议

推动青年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11月22日，谢岗镇召开青少年工作党政联席

会议，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谢岗镇青年工
作高质量发展。镇委副书记叶浩昌、副镇长倪婷，以及谢岗
镇党建办、团委、宣教文体旅办等青少年工作党政联席会议
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叶浩昌指出，抓青年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事关
城市发展后劲，关乎下一代成长。各单位部门要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进一步强化政治站位，深刻
认识青年工作战略性意义；要聚焦重点领域，加强协调联
动，肩负起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的职责使命；要强化执行落
实，加强跟踪问效，扎实推动青年事业取得成效，推动谢岗
镇青年发展工作再上新台阶，团结带领全镇广大青年为建
设“大美生态之城 绿色智造新极”贡献青春力量。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东莞市县域
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方案，听取并审议《谢岗镇“粤青春”青
年社区创建市级青年发展型社区试点实施工作方案》《谢岗
镇青少年工作党政联席会议工作规划》《谢岗镇青少年工作
党政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任务分工》等有关事项。

（谢文洁）

■蔡俊文（右一）代表谢岗镇政府向玉屏县捐赠帮扶资金
谢岗镇扶贫办供图

本报讯 11月24日，谢岗镇
召开2022年第70次党委会会
议，学习贯彻东莞市政府十七届
第36次常务会议精神，并结合
谢岗镇重点工作情况，研究部署
下一步工作安排。

谢岗镇委书记叶可阳在会
上要求，全镇上下要打起十二分

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抓好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消
防安全、燃气安全、道路交通安
全等各项工作。

叶可阳强调，各部门单位
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全面提高统筹发展与安全

的能力；要认真分析各个行业
生产安全事故主要特点、突出
问题和预防措施，对照国务院
安委会15条、省安委会65条、
市安委会78条硬措施等要求，
紧盯道路交通、消防安全、建筑
施工等重点领域，层层压实责
任，狠抓整改落实；要推动企业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
季节安全风险研判，有针对性
地开展安全生产宣传；要强化
网格化管理，加强安全生产监
管巡查，实现安全风险隐患排
查网格化、管理清单化、处置流
程化；要全力做好道路交通安
全工作，确保路畅民安；要加强

燃气安全监管，构建燃气安全
屏障，持续提高人民群众幸福
感、安全感、获得感。

谢岗镇委副书记、镇长蔡俊
文，镇人大主席刘俊全等领导班
子成员，各单位、各村（社区）相
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谢文洁）

本报讯 11月25日，在收看
收听省市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后，谢岗镇接着召开新冠肺炎
防控指挥部会议，认真贯彻落实
省、市工作要求，研究部署疫情防
控重点工作。

谢岗镇委书记叶可阳在会上
指出，当前省、市疫情形势严峻复
杂，疫情输入风险持续存在，疫情
防控这根弦时刻不能放松。各单
位部门、各村（社区）要把疫情防控
工作作为头等大事，切实筑牢“外

防输入”“铜墙铁壁”，坚决守住不
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

叶可阳要求，要加强网约车、
代驾等交通运输行业防疫管理，
坚决守牢交通运输防线，防止疫
情通过交通运输工具传播蔓延。

要盯紧重点地区来（返）谢岗人
员，引导主动报备，严格落实好落
地排查工作，做好密接者等重点
人员排查管控，严格按照相关防
疫要求，快速切断传播链条。要
全面加强建筑工地管控，做到严

管控、主动防。要加大区域核酸
检测力度，确保核酸筛查做深做
透做到位，及时发现潜在风险。
要毫不松懈做好值班值守，严格
执行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值守制
度，保持战斗队形。 （廖依晴）

本报讯 11月23日、24日，
谢岗镇先后召开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2022年第70次党委会暨
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会议，传达
贯彻落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及近
期省市重要会议精神，结合谢岗

镇重点工作情况，研究部署当前
疫情防控重点工作。

谢岗镇委书记叶可阳在会
议上指出，全镇上下要时刻关注
疫情动态，加强对疫情形势研
判，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工
作，持续发力打好疫情防控主动
仗，确保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真

落实”。
叶可阳强调，全镇上下要深

刻认识当前严峻形势，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落实“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总策略，贯彻“动
态清零”总方针的要求，不折不
扣落实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二十
条优化措施，全面提升主动防、

早发现、快处置水平，科学精准
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坚决守
护好谢岗人民的幸福安康。

会议要求，各部门、各村（社
区）要立足“常态化、规范化、自
助化”，做到响应快、决策快、处
置快，构建常态化疫情防控安全
墙；要凝聚全社会群防群治力

量，扎实做好基础工作；要适应
常态化作战特点，定期进行人员
调休、轮换，加强人文关怀。

谢岗镇委副书记、镇长蔡俊
文，镇人大主席刘俊全等领导班
子成员，各单位、各村（社区）相
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谢文洁 陈瑞玲）

谢岗镇传达贯彻落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确保疫情防控政策真落实

本报讯 11月16日，谢岗镇
召开2022年第69次党委会暨新
冠肺炎防控指挥部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省、市重要会议精神，结合当前疫
情防控工作情况和安全生产形
势，细化部署谢岗镇“11·8”疫情
处置、“外防输入”和森林防灭火
工作，全力守护谢岗幸福安康。

谢岗镇委书记叶可阳，谢岗
镇委副书记、镇长候选人蔡俊文

等领导班子成员，各单位、各村
（社区）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叶可阳表示，经过全镇上下
的连续奋战和辛苦付出，谢岗镇

“11·8”疫情趋向平稳，但不能
放松警惕，要充分认清当前省内
外疫情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务必要继续打起十二分精神，坚
持“防得住才是硬道理、扑灭才
是真本事”，突出“防新控旧、坚
决扑灭”原则，精准落实疫情防

控各项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规
模性疫情的底线，全面保障人民
群众的生命安全。

会议要求，要持续做好谢岗
镇“11·8”疫情处置工作，落实临
时管控区管理工作和服务工作。
要复盘总结，提升疫情应急处置
能力，各个工作专班加强对谢岗
镇“9·27”“11·8”疫情研究分析，
对各工作环节进行全面梳理、反
思总结，查问题、补漏洞。要全力

做好“外防输入”工作，各村（社
区）要紧盯重点地区来（返）谢岗
人员，加大宣传力度，引导主动报
备，第一时间落实落地排查工
作。要继续落实社会面常态化防
控措施，各单位部门、各村（社区）
要全面系统学习二十条优化措
施，做好新旧政策转换衔接工作，
把握好工作尺度和力度；各有关
职能部门要从严落实农贸市场、
健身会所、网约车、快递、废品回

收站等行业防疫管理；加大宣传
力度，引导居民特别是防护意识
不强的老人，落实自觉戴口罩、做
核酸、扫场所码等常态化疫情防
控措施。要发扬团结合作精神，
加强部门联动，强化工作衔接，不
断提升疫情防控工作效率。

会上，蔡俊文传达了市政府
2022年第20次党组（扩大）会
议精神，并对森林防灭火工作进
行了强调部署。 （袁晓娴）

谢岗强化疫情防控和森林防灭火工作

全力以赴守护全镇幸福安康

本报讯 11月14日，省、市
先后召开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会议结束后，谢岗全
面落实省、市疫情防控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对全镇疫情
防控工作要点进行再强调、再
部署，全力筑牢疫情防线。

谢岗镇委书记叶可阳，谢
岗镇委副书记、镇长候选人蔡

俊文等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全
镇各单位部门、各村（社区）负
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国内疫情
呈现点多、面广、频发、多链的
特点，周边地市疫情严峻复杂，
疫情输入风险持续存在，疫情
防控这根弦时刻不能放松。

叶可阳要求，各单位部门、

各村（社区）要坚持以快制快，
采取坚决果断有力措施，将优
势资源、精干力量合围压上，快
速有效处置本土疫情，及时有
效阻断传播链条，尽快实现动
态清零。要保持外防输入工作
机制高效运转，突出抓好物流
货运、农贸市场、建筑工地、废
品回收等重点行业、重点人群、

重点区域、重点场所疫情防控，
扎实做好“一天一检”工作。要
加强社会面管控，全镇人民要
自觉服从防控大局，增强自我
防护意识，按时参加核酸检测
筛查，配合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严格落实扫码测温、戴口罩等
防控措施。

叶可阳强调，全镇上下要

牢固树立全镇“一盘棋”思想，
打起十二分精神，保持战略定
力，坚定信心决心，聚力提高防
控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持之以
恒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措
施，坚决守住守牢“外防输入”
防线，高效快速打好打赢疫情
防控歼灭战。

（谢淑韵）

谢岗镇召开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工作会议

坚持“一盘棋”全力打赢疫情防控战

谢岗镇抓紧抓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以快制快，坚决阻断疫情传播

■叶可阳在谢岗镇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会议上部署防疫工作 通讯员 谢文洁 摄

谢岗镇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重点工作

坚决筑牢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谢岗镇召开2022年第70次党委会会议

以高度责任感守牢安全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