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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江组建医联体，
让百姓享受
“健康红利”

资源共享 分级诊疗有保障
东莞时报讯 （全媒体记者 张
喜林 通讯员 袁锐鑫） 为深入贯彻
落实省市关于推进医联体建设相关
文件精神，提升万江基层卫生服务
能力和完善分级诊疗制度，近日，万
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万江医院组
建医联体。医联体将在整合、优化
双方现有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基础
上，构建布局合理、分工协作的医疗
服务体系和分级诊疗就医格局，满
足辖内群众不同层次的健康需求。
万江社卫中心有关负责人表
示，医联体建立后，将通过开展技术
合作、人才流动、管理支持等多种形
式，形成优质医疗资源合理流动的
长效机制，提升万江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医疗技术服务水平和业务能
力，并充分利用现有的医疗卫生资
源 ，合 理 分 流 诊 治 不 同 层 次 的 患
者。双方将通过技术帮扶、人才培
养、派驻专家、双向转诊、信息共享、
共建病区等方式，纵深推进医联体

长安推进“门前三包”见成效，
市容市貌
有了很大改观
通讯员 占有兵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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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江医联体建立后，将通过开展技术合作、人才流动等，形成优质医疗资源合理流动，
满足不同层次患者的就医需求
万江供图

建设，努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全方位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
务能力，促进“基层首诊、双向转诊、
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
式日益完善，让老百姓享受到实实
在在的“健康红利”，极大地提升老
百姓的健康获得感和满意度。
据介绍，8 月份万江医院将派
出内科、中医科、口腔科等相关重点
学科和特色专科专家或专科医生前

往万江社卫中心坐诊，提供慢性病
联合诊疗、专家坐诊、带教等服务，
并将在影像、检验、功能检查、病理
等业务方面与万江社卫中心资源共
享，为万江社卫中心提供必要的技
术支持和帮助，建立医疗联合体内
化 验、检 查“ 直 通 车 ”和 逐 步 建 立
PACS、心电远程诊断系统，将万江
医院医技设备资源优势延伸到万江
社卫中心。

2023 年高考
“三侨生”
身份确认办理即将开始
东莞时报讯 （全媒体记者 吴
金华） 记者从市委统战部（市侨务
局）获悉，2023 年高考“三侨生”身
份确认办理即将开始，受理申请时
限为 2022 年 8 月 15 日至 11 月 10
日的工作日，受理地点为东莞市南
城街道市民服务中心 2 楼综合服务
二区 G04-G11 窗口。
归侨学生、
归侨子女和华侨在国
内的子女，简称“三侨生”。其中，华

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归
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外籍华人
经批准恢复或取得中国国籍并依法
办理来中国落户手续的，
视为归侨。
根据办理指引，在我市参加高
考的本省户籍考生，到市侨务局办
理“三侨生”身份确认，应当提交“广
东省报考 2023 年普通高校入学考
试‘三侨生’身份确认申请表”，并按
所属类别提交相关申请材料。上述

材料一式三份。
在我市参加高考的外省户籍考生
申请
“三侨生”
身份确认，
应当提交
“广
东省报考2023 年普通高校入学考试
‘三侨生’
身份确认申请表”
及相关申请
材料，
到户籍所在地侨务主管部门办
理，
审批通过后由所在地侨务主管部门
将相关材料函转到市侨务局。
（电话：
0769- 22830644，13809622536，
13713186791）

东莞时报讯 （全媒体记者
甘劼伟 通讯员 王爱仪 莫建
坤） 为深入推进精细化管理，打
造良好的市容环境卫生，长安积
极开展红旗“门前三包”示范街
（路）、单位评选，
通过对片区内各
责任主体落实
“门前三包”
情况进
行月度评比，并以“贴旗”的方式
在“门前三包”责任牌上公告结
果，以提高市民建设家园的积极
性，
不断改善长安市容市貌。
今年以来，长安城管部门深
入开展“门前三包”专项提升行
动，全面实施网格化管理模式，
以“城管片长制”为依托，全力推
行“门前三包”工作，并让这项工
作真正下沉到社区。通过签订
“门前三包”责任书，安装“门前
三包”责任牌，常态化开展巡查
监督和小微执法，从源头上压减
环境
“脏乱差”
的问题。
今年 5 月起，长安对新民社
区的新丰路、顺和路，咸西社区
的莲峰北路、莲峰路等镇内 24 条
道路的沿街商铺进行“贴旗”，进
一步推动“门前三包”责任制有
序推进、有效落实。
据了解，自从长安推进红旗
“门前三包”示范街（路）以来，不
少商户从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
作为，纷纷行动起来，将门前扫
干净、摆整齐，大家都争着要拿
到小红旗。

长 安 第 十 三 届“ 选 堂 学
子”
培育行动计划开营

家门口就能参与夏令营
塘厦加强小微水体巡查保洁工作取得成效

清理垃圾 24.65吨，
小微水体变干净了
东莞时报讯 （全媒体记者 张
喜林 通讯员 塘厦宣） 河流就像一
条“大动脉”，而水塘排渠等小微水
体则是联通河流的“毛细血管”。今
年，塘厦将小微水体治理纳入属地
社区日常保洁管理范围，加强小微
水体巡查保洁工作，切实提升小微
水体管护水平。
杨文杰是清湖头社区的一名民
间河长，也是清湖头的本地居民。
近几年，他看着隔陂排渠从河道漂
满垃圾到水质变清，很是欣慰。
杨文杰表示，
隔陂排渠是利是陂
水的支渠。未整治前，
隔陂排渠因长
期无人管理，
周边企业的工业用水及
居民生活用水大量涌入排渠，
经过长
年累月的堆积，
导致隔陂排渠水质黑

臭，
淤泥堆积，
周边杂草丛生，
水面漂
浮着垃圾杂物，
市民经过都避而远之。
2021 年，塘厦镇投入 10 万多
元对隔陂排渠进行河底清淤清污，
整改关停了一批“散乱污”企业，对
隔陂排渠入河排污口进行堵截和铺
设截污管网工程，从源头上堵截污
水排放。经过整治后的隔陂排渠水
质清澈，偶尔能看见有鱼在畅游，排
渠旁还修建了一个小公园和停车
场，供市民休闲散步。
塘厦河长办相关负责人坦言，
小
微水体量大面广，涉及水塘、景观水
体、沟渠、坑塘、鱼塘等多种类型，每
种水体类型整治和管理往往存在差
异性，而且小微水体流动性差，容易
出现清了又污、污了再清，如何进行

长效管理成为一个难题。为此，
镇河
长办推动河长制管理体系向小微水
体延伸，在原有河涌管护的基础上，
对全镇小微水体情况进行了地毯式
梳理，
并建立塘厦镇小微水体名录。
今年 1 月份开始，镇河长办打
响小微水体清漂清污整治攻坚战，
所有小微水体设立镇级河长、村级
河长和民间河长，向各社区下发了
东莞市小微水体管护工作指引，明
确各项管护目标要求，初步建立了
小微水体责任分工体系。
截至目前，
塘厦镇已累计清理小
微水体周边和漂浮垃圾24.65吨。接
下来，
塘厦镇河长办计划将小微水体
保洁情况纳入社区月度考核，
督促社
区做好小微水体保洁工作。

东莞时报讯 （全媒体记者
甘劼伟 通讯员 余丽颖 曾瑞安）
8 月 2 日，2022 年长安镇第十三
届
“选堂学子”
培育行动计划开营
仪式在长安书苑举行，参加活动
的学员代表齐聚现场，正式开启
缤纷多彩的夏令营之旅。
“选堂学子”
培育行动计划由
长安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
办，
镇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办公室、
长安书苑承办，是长安镇重要的
文化惠民活动品牌，旨在为青少
年提供优质的核心素养提升活
动，
此前已经成功举办了 12 届。
该活动是以公益惠民为原则
打造的系列普惠性项目，采用了
政府补贴、低价收费的方式，
单个
项目收费最高为 1100 元，
让长安
的青少年在家门口就能参与低门
槛、
高质量的夏令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