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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我镇组织开展燃
气经营单位开展应急安全演练。

当天上午九点许，演练首先
在樟清路樟清天然气加气站举
行。一辆黑色小轿车在加气时，
加气处的卡套脱落并着火，冒出
大量浓烟。加气站工作人员发
现情况后，立即大声呼喊救援，
很快身穿防护服、拿着灭火器的
应急人员赶到现场，一会便将火
势扑灭。灭火后，加气站工作人
员合力将小车推离加气站。演
练不到5分钟便圆满完成。

第二场演练在金河工业
区滨河路开展，此处一燃气管
道因第三方施工受损，出现大
量燃气泄漏，但没有发生火

灾、爆炸。接警后，燃气经营
单位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抢险
人员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
勘查事故状况，疏散人群，设
立警戒区域，排查燃气泄漏情
况，同时关闭上下游管的输起
阀门进行降压，并马上组织抢
修，修复燃气管道，恢复了供
气，演练顺利结束。

每年11月为全市“燃气安
全月”，我镇除组织各燃气经
营单位开展应急安全演练，提
高燃气应急抢险能力外，还将
加强燃气安全的督导检查，并
通过安全用气知识进社区进
校园、入厂入户的方式，向市
民宣传普及安全用气常识。

开展燃气
安全应急演练

老人走失频频上演，近日，
樟木头派出所民警在巡查过程
中发现一位八旬老人走失街
头，派出所全员出动帮老人寻
家，历时六个小时，通过一呼百
应平台为老人找到家人。

11月14日10时30分许，一
名步履蹒跚，惊慌失措的老人
在振通汽车站徘徊，疑是迷
路。樟木头派出所执勤民警
立即上前询问，但老人言语不
清，无法了解到有关情况，附
近群众也未能提供有效信息。

据樟木头派出所民警张
德先介绍，当时，民警发现老
人的时候，是在振通汽车站附
近，上前与她聊天，老人口音
比较重，大家听不明白她说什
么，检查她的随身物品也没有
发现重要的信息线索，然后就
把她带回派出所。

将老人带回派出所后，民
警马上通过“全民创安，一呼
百应”平台发布走失老人的信

息。在派出所内，老人情绪一
直有波动，当天下午四点半许
独自离开，值班民警和辅警只
好跟随老人一路照顾。

樟木头派出所民警张德先说，
老人不愿意呆在派出所，她想回
去，后来，民警见劝她劝不住，就只
好派人带着她一起去寻找家人。

民警根据经验判断，老人应
该住在振通车站附近，于是再次
发动各治安观察点帮忙寻找，并
要求各警务区走访辖区群众，全
力寻找其家属。当天16时25
分，“一呼百应”对讲机终于传来
好消息。她的家人找到后，民警
就直接把她交给了其亲属。

据了解，10月份至今仅樟
木头派出所就帮助群众找回
走失老人3人、儿童4人。警
方提醒，可为老人、小孩佩戴
身份卡、定位器、黄手环等方
式防止走失，一旦发现走失要
第一时间报警，充分发挥警务
资源在走失的黄金时间寻找。

八旬老人走失
“一呼百应”
助其回家

11月16日，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副
局长黄义山率市食品安全工作考评
组一行，对我镇2017年食品安全工作
进行了现场考核。

镇委书记周伟森、镇委委员陈建
新，以及食药监分局、农林水务局、财
政分局、公安分局、城市综合管理分
局、质监站、盐政稽查第三大队等单
位负责人参加了考核会议。

此次考核工作采取听取汇报、查
阅资料、实地抽查、明察暗访等形式
进行。考核会上，陈建新对2017年全
镇食品安全工作进行了简要汇报。

周伟森指出，今年，我镇高度
重视食品安全工作，食品安全形势

总体平稳。一是提高重视。两次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食品安全
工作，要求镇食药安委围绕市食药
监局要求开展工作，并针对薄弱环
节重点监管重点整治。二是落实
责任。强化镇村两级食品安全属
地管理责任，通过构建网格化管理
体系，推动食品安全监管关口前
移，重心下移。三是细化分工。细
化全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清单，定
期督查阶段进度，使各部门工作有
重点、有落实、有成效。黄义山副
局长认为，2017 年樟木头镇的食品
安全工作扎实，比同期有了很大的
进步，希望樟木头镇委镇政府加强

重视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尤其是
把好集体食堂关口，严防食物中毒
事件发生。

随后，市考核组对照考核评价细
则逐项查阅了文件、档案和相关资
料，并亲临樟木头沙园化肥店、德胜
副食批发、大润发、樟木头水果交易
市场、樟木头食品有限公司以及樟木
头中学周边等食品经营单位和场所
进行检查。

镇食药监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该分局将以此次考核为契机，进
一步狠抓责任落实，创新监管模式，
加大工作力度，全力为市民营造安全
放心的食品消费环境。 （食药监）

市考评组来樟
开展食品安全现场考核

11月 16日，市卫生计生局
社区服务机构绩效评估组到
樟，对樟木头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进行年终评估。

当天，市考核组从基本公
共卫生项目、基本医疗、行政管
理与机构建设、财务资产管理、
社保政策执行情况等方面对樟
木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进
行全面绩效评估，本次考核有

“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健
康素养促进行动”等多项评估
指标以及要求，分值分布详细。

在考核过程中，该中心主要
负责人向市考核组汇报自查总
结情况。据介绍，今年以来，“社
区医疗”遵循保基本、强基层、建
机制、中西医并重、防治结合的
工作方针，以创建广东省文明单
位为契机，开展家庭签约服务、
医养结合等项目，取得突出成
绩。接下来，该中心还将继续深
入开展各项工作，切实为群众提
供安全、便捷、价廉、“政府负担

得起、群众得实惠可及”的公共
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据统计，截至到今年，我
镇常住人口13.16万人，“社区
医 疗 ”更 新 完 善 健 康 档 案
42959份，新建档案14265份，
累积建档16万份，系统建档率
为121.58%，达市绩效考核75%
的要求，使用档案数为102039
份，使用率达63.77%，达到市
绩效考核要求60%。

在汇报过程中，市考核组
详细了解了我镇“社区医疗”
针对实际情况，开展“医养结
合”的工作新模式，并对此表
示高度的认可。据悉，“社区
医疗”在敬老院设立老年人医
养康复中心，实行分级护理、
开展健康教育、提供中医药健
康服务，创新“医养结合”之
路，整合社区资源，以居家为
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养老
机构为支撑实现“养中有医、
医中有养”的新模式。（邹俊圣）

樟木头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迎市考

11月15日，东莞市镇街公务员篮
球联赛乙组半决赛在东莞市第八高
级中学体育馆拉开帷幕，由镇委书记
周伟森和镇委副书记、镇长李惠明率
领的樟木头公务员篮球代表队主场
迎战万江队，以 104:102 比分赢得胜
利，昂首挺进决赛。

周伟森、李惠明、王振傍、刘秀
荣、蔡建彬、蔡运洪等领导披挂上阵，
与全体球员并肩作战。镇委委员胡
珏、副镇长杨俊丽率各部门公务员组
成的啦啦队到场助阵。

随着哨声响起，比赛正式开始，

刚开始时樟木头队就稳扎稳打，拉大
比分差距，在第一节的开端就打出了
9：0的小高潮，万江代表队马上做出
调整，收紧了防守，双方以16：14结束
了第一节的比赛。

进入下半场比赛，樟木头队越
战越勇，频频亮出长传、快攻、攻防
兼备，战术得当，但万江队也不甘示
弱，采取了积极的反攻，利用个人的
突破能力频频得手，将分差越拉越
近，在第三节比赛结束时，分差再次
拉到两分的差距，将比赛的悬念留
低在第四节。

第四节，万江代表队继续保持进
攻的态势，曾经以80：84反超我镇代
表队，关键的时候，我镇马上做出策
略上调整，收紧了内围，在临完场29.3
秒，我镇代表队顶住了压力，投进了
关键的 2 分。最终，我镇代表队以
104:102比分,战胜万江篮球代表队，昂
首挺进决赛。

据了解，由东莞市体育局、东莞
市体育总会主办的2017年第六届东
莞市镇街公务员篮球联赛决赛将于
11月17日进行，樟木头队对战大岭山
队，向冠军发起冲击。 （赖文诗）

我镇公务员篮球队我镇公务员篮球队
战胜万江队勇闯决赛战胜万江队勇闯决赛

11 月 17 日，越南塑料行业协会
代表来到樟木头参观访问，并与樟
木头塑胶产业促进会会员座谈交
流。笔者从座谈会上获悉，位于越
南胡志明市附近的一处再生塑料工
业园来樟木头招商引资，希望樟木
头塑胶产业促进会会员前往该工业
园投资建厂。

当天上午，在樟木头塑胶产业促
进会会长党雍的陪同下，越南塑料行
业协会代表一行来到樟木头塑胶原
料市场参观访问，实地考察樟木头塑
胶行业的发展现状，并与樟木头塑胶
产业促进会会员代表座谈交流。

座谈会上，越南塑料行业协会代表
吴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此次来樟木头参

观交流的主要目的。据悉，吴先生是越
南一家再生塑料工业园的负责人，他的
工业园位于越南胡志明市附近，该工业
园目前正在建设中，预计四个月内完成
工厂建设，目前正在招商引资中。

“我们投资建厂，越方政府对我们
中方企业有什么保障？有哪些相关配
套政策？”交流会上，樟木头塑胶产业
促进会会员代表们对越南再生塑料工
业园前来招商引资表现出极大的兴
趣，纷纷向吴先生咨询投资建厂相关
事宜，座谈会现场气氛友好而热烈。

“樟木头的塑胶行业很发达，也
很繁荣，我希望樟木头塑胶行业的企
业家们能到越南投资建厂。”吴先生
介绍合作方案时表示，越方将为中方

塑胶企业提供工业用地，并按照投资
方工艺设计需求建造厂房、安排水
电、消防排污，保证再生原料生产所
需的环保，消防以及原料进口所需的
合法文件与手续；中方企业可以结合
需要购买土地或者租赁厂房，并按照
协议合法经营。

党雍表示，此次交流活动，一方
面说明樟木头塑胶产业在国际上的
影响力越来越大，也受到更过国外客
户的欢迎；二是本次活动越南客户对
樟木头塑胶产业的整体实力有了直
观的认识，有助于将樟木头的塑胶产
品、生产技术推广到东南亚市场，进
一步拓宽樟木头塑胶原料在海外市
场的销售渠道。 （魏洪东 蒋鑫）

越南再生塑料工业园来樟招商引资

镇委书记周伟森（左一）亲自上阵，与全体球员并肩作战。 摄影：赖文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