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石讯 3月 5日是第 15个志
愿者服务日，企石镇组织志愿者将
志愿服务送进小区，让居民在家门
口享受到免费服务，不少便民服务
摊位前排起了长队，居民纷纷称赞

“雷锋”来了。
“剪个头发多少钱？”“大爷，这

里是免费提供剪发的，不收您钱。”
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听后放心地
坐了下来，年轻发型师拿起剪刀，
娴熟地在老者头发上挥剪着，不一
会儿功夫，干净利落的发型就初见
雏形。活动现场，还有几名身着绿
色工作服的按摩师们为前来咨询
的老人们免费按摩，专业的手艺，
恰到好处的力度，按得老人们直呼
减轻了身体上的酸痛，老人们一脸
舒服的样子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在
旁边观看，他们纷纷对按摩服务跃
跃欲试。

3月 5日上午，企石镇在宝石
社区老人活动中心开展了微公益
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组织志愿者
们到社区为居民提供理发服务、义
诊服务、电器维修以及居家养老咨
询等便民服务，通过“邻里守望”立
足社区，引导社区居民和社区单位
为困难群众提供志愿服务。

据介绍，此次活动是企石镇开
展的学雷锋志愿服务系列活动之
一，接下来，企石镇将继续招募志

愿者，组织各类培训、参观以及便
民服务活动，让困难群众切实感受
到社会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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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古树保育项目
参加全市便民志愿服务

企石讯 3月 5日，团市委、市文
明办、市志愿者联合会在莞城文化广
场举办了东莞市“志愿梦 我的梦”便
民志愿服务活动。企石镇古树保育志
愿服务项目应邀参加了活动。

据介绍，活现场设置了近 100
个服务摊位，为市民提供形式多样
的便民利民志愿服务。企石镇环保
志愿服务队骨干带着准备好的宣传
资料在宣传摊位上展示古树活动照
片，现场向市民介绍环保项目，并安
排专人接受市民咨询，进一步扩大
古树保育的知悉面和关注度。

古树保育作为企石镇特色志愿
服务项目，自 2011年 6月启动至
今，已举办了多次活动。古树保育因
其首创性、实践性、对古树的关注等
重要意义，受到了广大市民、媒体和
市镇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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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生

企石讯 为庆祝“三八”国际劳
动妇女节的到来，丰富广大妇女文
化生活，弘扬女性奋发向上的时代
精神，激励她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生活和工作中，连日来，企
石镇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家庭趣味活动架起亲情桥梁

“ 一 个 …… 两 个 …… 三 个
……”伴随着数数，一个小孩子手
拿着桶，小心翼翼地接着妈妈用球
拍送过来的羽毛球，这项热闹有趣
的活动，正是 3月 8日在企石镇中
心小学开展的庆“三八”家庭趣味
运动会，幸福的“家游战”吸引了
100多户家庭参加。市妇联副主席
安玉红以及副镇长、镇妇联主席郑
燕娟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羽”你抱抱、二人
三足、快乐气球运和消防知识竞
猜等趣益游戏，吸引了 100多户
家庭的参与，其中参与活动最小
的孩子刚过两岁。活动现场气氛
异常热烈，家长们在孩子的配合
下忙而不乱。传递气球的过程中，
参与者滑稽和搞笑的模样，引得
了周围观众的欢笑，现场还有专
门的志愿者为参与的家庭提供免
费的拍照留念。

此外，安玉红、郑燕娟等领导
还为 20户单亲困难家庭母亲代表
赠送了生活用品，询问了她们的生
产生活状况，为她们提供就业岗
位，并对参加比赛获得一、二、三等
奖的六户家庭进行了颁奖。

家庭技能培训增强沟通交流

3月 3日，镇妇联举办烘焙家
庭实用技能培训活动，50多名村

（社区）妇女、机关单位女职工共
同学习了西式点心的烘焙技术。
副镇长郑燕娟来到活动现场，并
与女职工们共同聆听课程、制作
点心。活动中，镇妇联邀请东莞蛋
糕小王子伦浩宇师傅亲临授课，
首先对烘焙制作进行讲解，然后
把培训对象分成八组进行实操练

习。最后，大家一起分享了自己的
劳动成果，互相交流了学习心得，
其乐融融。

镇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
本次活动为契机，创新活动工作方
法，以“家庭”为主阵地，深入开展
各类温暖服务进家庭活动，充分发
挥妇联组织“温暖之家”的作用，为
广大妇女提供更多的关爱和更有
效的服务，使她们生活得更加快
乐、更加幸福，努力把企石镇妇女
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

维权周活动保护女性权益

为进一步深化妇女法制宣传
教育，完善妇女维权服务，企石镇
妇联组织开展了以“法律温暖 家
庭幸福”为主题的妇女维权周活
动，一系列的妇女法制宣传教育和
维权服务，提高了妇女保护自身权
益的意识。

日前，企石镇社工们纷纷走进
了市场、店铺、工业区、大街小巷等
人流较为密集的地方，向广大妇女
派发法律常识单张，宣传普及妇女
法律维权、家庭婚姻关系、亲子教
育、妇女健康知识和创建“平安家
庭”等方面的知识，通过宣传增强
广大妇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
识和能力，大力营造全社会尊重女
性、保护女性的良好氛围。

接下来，镇妇联在维权周期
间还开展一系列妇女法制宣传教
育和维权服务，妇女们有婚姻、家
庭、亲子等方面问题，可以直接到
镇妇联白玉兰服务中心咨询，或
者致电 0769-86665208寻找社工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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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本地妇女圆!创业梦"

为鼓励本地妇女创业就业，进
一步促进户籍劳动力实施创业计
划，2013年以来，企石镇妇联联合
该镇人力资源分局，深入开展宣传
发动工作，鼓励妇女申请小额贷
款。截至目前，已有 16名本地妇女
成功申请了小额贷款共 68万元，

让她们成功实现创业。
为使小额贷款政策更好地惠

及妇女群众，企石镇利用报纸、电
视、网络等各种渠道和方式，全面
介绍妇女创业小额贷款政策的申
请流程、申贷条件等内容，并要求
各村（社区）深入农村妇女、农村家
庭开展政策宣传服务，对有意向申
请贷款的妇女家庭做好信息登记
工作，积极协助妇女办理贷款。自
开展工作以来，各村妇女踊跃贷款
创业，贷款额度从 4万至 8万不
等，涉及饮食、花店、服装、五金等
行业。

据悉，在“三八”妇女节到来之
际，镇妇联将在系列活动中向广大
妇女大力宣传创业典型以及小额
贷款政策，激励广大妇女建功立
业，帮助妇女实现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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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石镇开展“三八”妇女节系列活动

关爱妇女 撑起半边天
东江大道企石段施工
过往车辆小心慢行

企石讯 近日，从企石交警大队获悉，因东江大
道企石段水泥路面出现板块断裂、拱起、裂缝等情
况，有关部门需对其进行分段围闭维修，工程将持续
到 3月底，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

在东江大道企石博夏段看到，有的水泥路面出
现了板块断裂、拱起、裂缝等情况，施工部门已经将
需要维修的路面围闭起来加紧施工，同时现场还设
置了施工警示标志，提醒过往的司机小心慢行。据交
警部门介绍，此路段维修工程计划在月底完工，为保
障行驶车辆的安全，司机可绕行东平大道等其他道
路，必要经过此路段时一定要留意现场的交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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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石警方抓获
一名网上逃犯

企石讯 为认真贯彻“命案积案破案会战”专项
行动要求，企石警方集中警力侦查命案，通过大力开
展情报分析，并加强与户籍地公安机关的协作，积极
开展追逃工作。近日，从企石公安分局获悉，该分局
近日抓获一名命案逃犯。

2013年 9月 1日，在企石镇东山村永盛工业区
发生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企石公安分局通过侦查
于 2013年 11月 17日抓获犯罪嫌疑人冉某发（男，
21岁，贵州省榕江县人）、李某催（男，20岁，云南省
丘比县人）两人，但是该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曾某祥

（男，29岁，贵州省紫云县人）仍然在逃。于是，企石
警方立即对犯罪嫌疑人曾某祥进行上网追逃。

随后，企石公安分局结合正在开展的命案积案
破案会战专项行动，加大调查走访力度，随后展开研
判。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曾某祥极有可能藏匿在
贵州省安顺市。于是迅速将案情通报给了贵州省安
顺市刑警支队。今年 2月 14日，安顺市公安局高新
技术开发区分局刑警大队将网上逃犯曾某祥抓获并
移交给企石公安分局。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曾某祥对故意伤害致人死
亡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还交代了其在贵州省安顺
市实施的 2宗飞车抢夺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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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石警方查处一宗
为赌博提供条件案

企石讯 近日，企石公安分局东山派出所不断加
压打击态势，深入辖区积极扫除黄赌毒违法犯罪活
动，2月 18日，迅速查处一个赌博窝点，行政拘留并
罚款 1人，行政罚款 1人。

据办案民警介绍，2月 18日 20时 30分许，企石
东山派出所民警巡逻至企石镇深巷村海逸百货附近
路段时，发现路边一辆小汽车形迹可疑，民警经出示
工作证对该辆汽车进行了检查，当场查获两名违法
嫌疑人，在车内发现并扣押了 13张六合彩投注单，
民警当场将两人抓获并带回派出所进行审查。

经审讯，姚某深（男，40岁，东莞市人）对其为六
合彩庄家收受六合彩投注单和投注款并收取好处费
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朱某均（男，45岁，贵州省人）
亦对其投注六合彩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姚某
深已被东山派出所依法作出行政拘留 15天，并处罚
款 3000元，朱某均已被东山派出所依法作出行政罚
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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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使用和管理消防安全常识

近年来，因电动车(包括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和
三轮车等)使用、管理不当引发的火灾时有发生，有
的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有效预防火灾
发生，保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根据有关要求，
现通过《企石》编辑部发布《电动车使用和管理消防
安全常识》，具体如下：

一、应选购使用已获生产许可证的厂家生产的
质量合格的电动车、充电器和电池，不得违规改装电
动车及其配件。

二、电动车应停放在安全地点，不得停放在楼梯
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不得占用消防车通道。

三、为电动车充电的线路插座应由取得资格的
电工安装并固定敷设，不得私拉乱接电源线路；应按
照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充电，不得长时间充电；充
电时应尽量在室外进行，周围不得有可燃物。

四、住宅区物业服务企业和管理单位负责共用区
域电动车停放、充电管理，开展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和
消防宣传；有条件的，可设置固定集中的电动车充电
点，或设置带安全保护装置的充电设施供居民使用。

五、公民应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发现违反消
防法律法规的行为，通过“96119”举报投诉电话向公
安机关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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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灭火器、防毒面具，模拟家庭逃生计划……
3月 5日，东莞市莞城区小蔚蔚幸福的一家参加了消
防知识竞赛，聚焦 119栏目全程记录了这一过程，敬
请收看本期《聚焦 119》———小蔚蔚一家的消防竞赛。

粤语版在南方电视台卫星频道播出，台标为
“TVS-2”，播出时间：2014年 3月 18（周二）17:20；
2014年 3月 19（周三）08:10。

东莞市公安消防局企石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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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石讯 为了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3月 2日，旧围村举办了丰
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迎接“三
八”妇女节的到来。

活动中，来自旧围各村民小
组的广大妇女们准备了精彩的节
目，歌舞表演首先拉开序幕，只见
她们身穿艳丽多彩的演出服轮番
登场，在舞台上展现的美姿丝毫
不输专业演员，一支《最炫民族
风》的舞蹈表演，以其欢快的节
奏、动感的韵律、活力的舞姿展现
了新时代女性的巾帼风采，赢得
了现场群众的阵阵掌声。

接下来，以 6个村小组为代

表的队伍掀起了活动的高潮。她
们带来的是紧张刺激的拔河比
赛，只见妇女们摩拳擦掌，三五成
群齐齐上阵，一个紧挨着一个，互
相打气鼓劲，使出浑身解数投入
到激烈的角逐中，伴随着围观群
众一声声的喝彩和加油助威，活
动在热闹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组
织广大妇女参加文化活动，不仅锻炼
了她们的身体素质，更有利于把群众
力量凝聚起来，加强全村的团结协作
和战斗力，为妇女日后更好地为农村
各项建设起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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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围村精彩活动迎“三八”相关新闻

企石镇举办志愿服务系列活动

志愿者走进社区服务群众
!学雷锋 献爱心"企石镇微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安排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活动内容

!志在同乐 友爱同行"

企石镇志愿者骨干外
出参观活动

!

月
"#

日下午

"$%&&

至
'(%&&

莞城区
组织志愿者骨干参观市科学馆和可园博物
馆#增强志愿者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荣誉感%

)

!邻里守望 爱心助困"

企石镇志愿者社区探访
活动

!

月中旬
部分困难空巢老人$

残疾人$低保户家庭

组织志愿者探访部分困难空巢老人$残
疾人$低保户家庭#根据服务对象的实际需
要开展家居清洁$精神慰藉$家电维修等服
务#让弱势群体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同时也
能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实际问题%

*

!志愿陪读两小时"

!先锋号"图书室管理员
招募活动

全年逢周二至
周日晚上

(

&

+&

至
,

&

&&

企石镇 !先锋号"职
工服务中心

招募
!&

名图书管理员从周二至周日
晚上

(

&

&&

至
,

&

&&

轮流坐值!先锋号"图书
室为市民提供图书咨询$书籍整理等服务%

!

!居家养老 在您身边"

企石镇居家养老服务便
民服务活动

!

月
*)

日早上

,

&

&&

至
))%&&

东山村篮球场

理$护工$义工参加居家养老宣传活动#通
过居家养老服务图片展示和开展理发服务$义
诊服务$电器维修等一系列便民服务#让更多
的社区居民认识和认同居家养老服务%

$

!为健康保驾护航"企石
镇宝石社区志愿服务进
企业义诊活动

!

月
*!

日早上

,

&

&&

至
))%&&

宝石广场

为了更好的弘扬雷锋精神#请志愿的医
务人员为宝石社区居民和企业开展义诊活
动#旨在提高社区居民和企业员工的自我保
健理念和生活质量%

-

为了切实维护公共安全，保
障人身和财产安全，坚决打击假
冒伪劣消防产品，规范消防产品
市场秩序，切实消除因产品质量
问题造成的火灾隐患，提高社会
火灾防控能力。企石消防大队决
定于“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
日期间在全镇范围内开展消防产
品专项整治活动，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整治重点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
治消防产品中直接关系人身财产
安全的火灾报警系统、固定灭火
系统、灭火器、防火门、防火涂料、
消防应急灯具等种类产品；重点
检查可能发生群死群伤火灾的人

员密集场所及其在建工程的消防
设施；重点检查假冒伪劣消防产
品相对集中的生产、营销区域。

二#整治内容

这次专项整治的主要内容包
括：不符合市场准入制度的产品，
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的产品，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掺

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
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的产品。假
冒或仿冒他人的注册商标、商品
名称、包装、装潢，擅自使用他人
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伪造或者
冒用认证标志，伪造产地，无证无
照生产经营以及利用广告或其他
方法对产品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
传等违法行为。

此次消防产品专项整治，设
立了举报投诉电话，广大群众可
通过 86737119向企石消防大队
举报存在使用假冒伪劣消防产品
以及火灾隐患的消防安全违法行
为的单位、场所，举报线索经查证
属实的，按有关规定予以奖励。

东莞市公安消防局企石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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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整治活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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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活动增进了家长和孩子间的交流互动 刘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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