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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时间7月7日17点
30分，2022赛季中超联赛第一阶段第9
轮比赛展开角逐，北京国安对阵梅州客
家。上半场，双方打进三粒进球但都因
越位被吹。下半场，侯森、侯宇屡献神

扑，张玉宁伤退，双方苦战无果。全场
比赛结束，北京国安0-0梅州客家！

中超积分榜上，北京国安4胜3平1
负积15分，位列第五，梅州客家3胜4
平1负积13分，位列第六。

本报讯 北京时间 7 月 11 日 16
点30分，中超联赛第10轮，梅州客家
对阵成都蓉城。上半场武卡诺维奇
破门，梅州客家 1-0 领先成都蓉城；
下半场成都蓉城这边胡荷韬替补登

场扳平比分，随后周定洋世界波，最
终成都蓉城2-1逆转梅州客家。

本场比赛前，梅州客家3胜5平1负
暂居积分榜第8位，成都蓉城1胜6平2
负排在第13位。 （五华新闻综合报道）

北京国安0-0梅州客家

中超联赛
资讯

成都蓉城2-1梅州客家

本报讯 五华县中英文实验学校
高中二年级龙天炜和五华县高级中学
李坤洲同学共同合作的参赛作品《人
脸许可插座》荣获省赛三等奖、市赛一
等奖，这也是今年五华县唯一获省级
奖项的作品。入选第 37 届广东省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省赛并获铜牌和三
等奖，是继 2019年举办第 35届广东省
青少年创新大赛之后，五华县连续两
年（36届大都中学作品入选）入选广东
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省赛，且均取
得了优异成绩。

此等佳绩充分展示了五华县科学
技术协会的科教创新成果，提高了辅导
青少年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能力水平，
搭建科技辅导员交流学习的平台，营造
良好的青少年科技教育氛围，促使五华
青少年深入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
互关系，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有助

于推动青少年科技活动的蓬勃开展，培
养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鼓励
优秀人才的涌现，助推全县上下形成一
个浓厚的科技创新氛围，进一步夯实五
华县强化科技引领、支撑经济社会转型
发展的基础。

本届大赛由省科协、省教育厅、
省科技厅、团省委、省市场监管局和
肇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广东省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是全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的广东选拔赛，今年举
办的第 37 届省赛因疫情原因改为线
上举行。

第 37 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青少年科技创新项目于 2022年 3
月 26 日完成评审，经过激烈角逐，我
县推荐参赛选手表现优异，再创历史
佳绩。

（五华新闻）

五华县代表队再次入选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南方+全媒体讯 “你看！水龙头
一拧开，水就哗哗地流，多亏了政府的农
村集中供水工程，解决了我们饮水难、用
水难的问题。”华城镇黄埔村村民李庆忠
望着哗哗流的干净水，满脸笑意。

笑脸背后，既是对农村集中供水工
程发挥作用的高度认可，更是对五华县
在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全面振兴乡
村所做努力的肯定。

近日，记者从县水务局获悉，省财政
厅下发《2022年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
支付资金（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攻坚行
动省级奖补资金）的通知》，五华县获得
奖补资金7225万元。我县在农村集中
供水全覆盖攻坚行动中，农村自来水普
及率、水质合格率分别达到 99%和达
90%以上，基本实现农村集中供水全覆
盖，并通过了省级评估获得优秀等次。

如今，放眼五华县，从时常没水到
随时用水，从黄泥水到优质水，小小一
滴水，正悄然改善着百姓的生产生活，
犹如涓涓清流滋润着百姓心田。

滴水之力，倾注民生。全面振兴乡
村，就必须从群众最关心的事情做起，
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近年

来，尤其是去年以来，五华县为切实解
决山区群众“饮水难”的问题，投入 1.7
亿多元资金分类实施农村集中供水全
覆盖及巩固提升工程，150多万群众基
本实现了从“饮水难”到“饮水甜”的跨
越式转变。

据了解，五华县辖区内村多面广、
地势复杂、水源散而不均、单村单片供
水难保证。因此，五华县采取化零为
整、主攻规模化供水的方式，在人口大
镇布局建设镇级水厂，在水源相对集中
的区域布点片区水厂。“我们同步推进
串联互通、统筹调配等，充分利用地势
特点，变地理条件劣势为水资源调度优
势。”五华县水务局农村水利水电股副
股长周宁介绍说。

在实施过程中，五华各镇和相关部
门高度重视，认真对标对表，细化目标
任务，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同时，
针对辖区内村多面广、地势复杂、水源
散而不均、单村单片供水难保证的情
况，五华还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供水，
以县城自来水厂为中心，以华城镇、安
流镇、棉洋镇村村通水厂为副中心，龙
村自来水厂在建，通过扩网延伸互为联

通，辐射带动广大农村，加快全县城乡
一体化供水网络建设，提高农村供水保
证率和水质优良率。

“接下来，五华县将充分利用好省级
奖补资金，巩固攻坚行动取得的成果，不
断完善管网覆盖面，稳步实施规模化供

水工程建设，进一步提高农村集中供水
保障能力。”周宁说，围绕城乡供水一体
化目标，五华县将科学完善农村集中供
水水厂布点，实现水资源的有效调度和
优化配置，增强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
保障能力和运行管护能力。

五华全力推进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

本报讯 近年来，横陂镇崇文村党
总支部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县直机关干部“回乡联
村”的支持下，通过党建引领，着力在党
建规范化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产业
发展、村风民风建设等方面打造特色亮
点，助推五华乡村振兴发展。

走进横陂镇崇文村的党群服务中
心，大厅设立的民政事务、社会保障、退
役军人、亲商助企、“一卡通”事项、综合
服务等多个窗口、工作人员专业细致的
作风态度……记者透过村民脸上透露
出来的一张张笑脸，看到的正是近年来
崇文村在党建引领下，围绕建设美丽乡
村所作出的一些努力和转变。而这些
卓有成效的建设，也得到了村民们的充
分认可。

据了解，如今的党群服务中心于
2017年筹集 300万资金新建，该大楼约
占地 280 平米，并设置多功能会议室、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图
书馆等，切实地把党群服务中心做强做
实做优。

与此同时，崇文村通过“党组织+理
事会”形式，全力推进“三清三拆三整
治”，大力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打造

四个文化广场、禁毒主题公园等，完善
沿河绿道的党建氛围，健全人居环境长
效机制，打造成集健身、休闲、绿化、美
化、亮化和交友于一身的群众活动场
所，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群众
幸福感。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教育
则是人才振兴的基础。近年来，横陂镇
第一小学教学质量排在全县前列。由于
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吸引了外留学生
返回学校读书，学生数量由 2014 年的
401人增加到现在的955人。

崇文村坚持发展为先，建设了106KW
光伏项目，积极盘活土地资源，引进宝
晟农业、客天下商砼等公司进驻该村，
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0万元以上。着
力培育“一村一品”，探索“基地+农户”
模式，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为村民铺设
家门口的致富路，助推产业振兴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崇文村在2020年获
得横陂乡村振兴工作先进集体、2020年
和 2021年分别获得横陂镇先进党组织
称号。接下来，崇文村将组织党员干部
认真贯彻落实《广东省党的基层组织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持续筑
牢党建根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发展。

（陈广文 罗珍妮）

本报讯 五子棋是一种两人对弈
的纯策略型棋类游戏，也是一项集智
力、眼力、脑力和定力的综合考验，日
前，五子棋爱好者在长乐公园举办了一
场五子棋擂台赛，吸引不少路过的群众
纷纷驻足观看。

活动中，采取谁赢谁当擂主的方
式，擂主接受下一个挑战者，现场十几
名家长与小朋友争相参战，两人各执一
色棋子猜拳，胜者先行，棋子横向、纵

向、斜向连成五个即胜利。各位参赛者
全神贯注、冷静应战，时而举棋沉思，时
而落棋如风，棋局变幻莫测，吸引了不
少群众驻足观看。

据了解，五子棋的发展历史已经有四
千年，是一种易学难精的棋种，加之五子
棋“短、平、快”的特点，给这项活动带来了
大量的参与和爱好者，通过此次擂台赛，

让广大五子棋爱好者从五子棋中养成静
的习惯，懂得耐心的力量，不断提高逻辑
思维能力，磨练出坚毅的品格，锻炼出独
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张广南 周城）

本报讯 日前，记者沿着“田园
风光”线路，来到了县农科所葡萄基
地，在这里，一列列葡萄藤被打理得
井井有条，成片的葡萄架有大半个人
高，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沉甸甸地
挂满了枝头，迎着阳光，一颗颗红的、
紫 的 、绿 的 葡 萄 犹 如 宝 石 般 闪 闪 发
光，在园里，吸引了一批前来“打卡”
的游客，他们弯着腰、提着篮子，精心
挑选着各自喜爱的葡萄，有的边摘边
吃、有的直接一大串剪了下来，丝丝
甘甜沁人心脾。就这样，游客们纷纷
体验着葡萄采摘的乐趣，感受收获季
节的喜悦。

据了解，葡萄作为当地农旅结合的
一张靓丽名片，多年来赢得了各方游客
的广泛赞誉。县农科所葡萄基地从
2015年开始种植葡萄，如今，该基地已
形成55亩的种植基地，亩产1800斤。同
时，引进了多个新品种，其中有阳光玫
瑰、黑珍珠等，葡萄品质优、口感好，深受
广大消费者青睐。

目前，葡萄已进入成熟期，广大市民
们可邀约上亲朋好友，走进田间地头，或
者在葡萄园里，来几张有趣的自拍、其乐
融融，感受采摘乐趣和当地质朴、浓郁、
和谐的田园生活气息。

（谢国泰 黄婷）

我县开展益智五子棋公益推广活动

五子对弈 益智益力

县农科所葡萄基地

游客采摘忙 串串葡萄惹人爱

华城镇信访走出“枫桥经验”新路子
本报讯 华城镇是我县人口超

10万人的北部中心镇，近年来承担了
大量的乡村振兴、城镇扩容提质和交
通重点项目建设任务，在快速发展过
程中产生了较多的矛盾纠纷。华城
镇党委、政府面对困难、不怕困难，依
托老县城独特的人文优势，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力提升信访
服务保障水平，走出了一条“小事不
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平安
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基层社会治
理和矛盾化解新路子，2021年取得了
广东省信访工作示范乡镇（街道）的
荣誉称号。

坚持矛盾纠纷综合治理
建立多元调处机制

基层矛盾纠纷调处，必须坚持综
合治理。2021年，华城镇在全县率先
成立镇级信访工作联席会议，镇党委
书记每月、镇党委分管副书记每周主
持召开会议推动群众信访事项及时、
高效处理，形成了“中心＋N”的多元
调处机制。

该 镇 一 是 打 造 中 心 加 外 送 服
务 。 华 城 镇 党 委 、政 府 每 日 安 排
一 名 镇 领 导 在 镇 综 治 信 访 维 稳 中
心驻点接访，镇党政主要领导每月
两次参与中心接访，切实做好送上
门的群众工作；每周镇综治信访维
稳中心将新受理的群众信访事项，
于 周 二 分 配 给 镇 各 驻 村 团 队 或 分
管 部 门 ，并 要 求 下 访 群 众 进 行 外
送服务。

二是夯实中心加网格责任。华城
镇全覆盖设立 178个社会综合治理网
格，每个网格均选取社会经验丰富、善
做群众工作的人员作为网格员，负责排
查、协调处理网格内的矛盾纠纷及信访
事项。

三是发挥中心加能人治理。华
城镇是五华县的老县城，镇内有 20多
个各姓氏宗祠，涉及宗族内部矛盾问

题，镇综治办邀请具有威望的族内贤
长参与调解，着力将矛盾按照“情理
法”的次序得到有效化解；同时，华城
镇邀请“两代表一委员”、镇政府法律
顾问参与中心接访和案件调处，提高
信访事项办理的社会公信力和影响
力，实现信访事项办理的政治效果、
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

规范信访业务办理和宣传
完善信访服务保障

做实信访业务流程，就是服务保
障的根本。近年来，华城镇党委、政
府先后出台系列信访服务保障制度
文件，打通信访业务办理的“中梗阻”
问题，着力在提高信访事项及时受理

率、按期办结率、群众满意率和引导
群众就地解决问题方面下功夫，并将
相关信访业务指标纳入镇级年度考
核，调动全镇力量参与矛盾纠纷调
处。同时，华城镇每年安排新进人员
和新提任股级干部到镇综治信访维
稳中心兼职锻炼，参与接访，熟悉信
访业务全流程，并定期由镇信访部门
业务骨干组织信访业务培训，为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提供强有力
的信访保障。

华城镇充分发挥镇内学校、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文化祠堂、农村文化
俱乐部众多的优势，常态化开展《信访
工作条例》宣讲宣传，引导群众学法、
懂法、守法，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
氛围。

落实群众诉求便民举措，打造
“一站式”服务。服务群众化解矛盾，
是实现社会治理的关键。近年来，华
城镇通过整合资源要素，将镇综治信
访维稳中心、镇党群服务中心、镇人
民调解委员会、镇司法所法律服务工
作站、镇派出所服务大厅、镇公共服
务办事大厅等各项职能集中区域办
公，实现了 20 米内“一站式”便民服
务。彻底解决了群众反映问题、调处
问题、解决问题疲于奔波的现象，真
正把人民群众的问题解决在当地、化
解在基层。

（华城镇综治办 饶文彬 古伟锋）

党建引领办实事
乡村振兴谋新篇

横陂镇

崇文村

华城镇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