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2年10月13日上午10时在本公

司（原信宜拍卖行）拍卖厅公开拍卖位于信宜市东镇
街道东兴街80号的房地产，宗地面积300.48㎡，房屋
建筑面积 1439.86㎡，权利性质：出让/其它，起拍价：
407.48万元，保证金80万元。

有意者请于2022年10月12日下午5时前将保证
金缴入拍卖人账户（到账为准），缴款人名称须与竞买
人名称一致，并持有效证件及缴款凭证于拍卖会前到
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即日起可联系看样，展示
地点：标的所在地，详情请联系本公司咨询。

公司地址：信宜市人民路83号 电话：（0668）8813434
广东信拍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8日

注销公告
茂 名 多 健 康 门 诊 部（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40900684429368N），现向茂名市民政局申请注销，
请与本门诊部业务有关债权、债务的有关单位及个人，
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到本门诊部清算组登记核实。

联系人：关美颜 联系电话：17322836969
茂名多健康门诊部
2022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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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育MAOMING DAILY

本报讯 日前，2022 年茂名市教育
系统党员干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
班暨机关作风建设和师德师风主题教
育活动动员会在茂名市教育局召开。

会议指出，全市教育系统党员干
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明党的纪律
和规矩的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市党
代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市委在调
研我市教育工作和在 2022 年全市教
师节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不断强
化党章党规党纪意识，锤炼忠诚干
净担当政治品格，以良好的师德师
风投入到新时代教育改革中去，以
新担当新作为奋力推动茂名教育高

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一要提高政治站位。要

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
育”并举，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抓好学
校党建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学
校建设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
地。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
把讲政治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要坚守底线讲纪律规矩，强化自我约
束，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坚决做到

“五个必须”。
二要善于谋事善于成事。要提高

“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思维能力以及服
务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的全局观念，
培养多思考、多分析、多比较、多总结的
工作习惯，从全局、长远、整体的角度去

谋划、推动教育工作。要坚持问题导
向，保持工作定力，找准教育工作问题
症结，实行清单式推进，切实做到“问题
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责任
时效化”。要提高抓重点、抓落实、抓典
型、抓细节的工作能力，把平常工作想
细、做细、督细，把既定的任务一件一件
抓出成效、抓出特色。

三要加强机关作风建设。要转变
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加强理论学习，
扎实开展调查研究，推动形成注重学
习、注重实践的良好风气，建设学习型
机关、实干型机关。要提振精神状态，
强化责任意识，勇于担当作为，带头实
干、苦干、巧干，耕好“责任田”。要强化
服务意识，改进服务态度、服务方式，在

“双减”、教师队伍建设、群众来电来访
等方面上，主动为学生、教师、群众、学

校排忧解难，做好“后勤保障”，建设服
务型机关。要持之以恒整治“四风”问
题，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要严以修
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

四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要抓好
教师队伍建设，落实“四有”好老
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等
系列要求，实施好名校长、名教师培
养工程。要将思想政治学习与师德建
设教育有机融合，全面提升师德建设
主题教育活动的内涵性、深刻性。要
有针对性组织教师开展法治教育，强
化教师法治意识。要加强宣传激励，
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要严格落实
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坚持对师德违规
行为实行“零容忍”，坚决做到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

（钟林信）

全市教育系统动员会召开

培养良好师德师风 奋力推动教育发展

本报讯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进一步加强文明校园建设，启
发引导学生在生活学习中做一个讲
文明、知礼仪的人，日前，茂名市第八
中学举行了文明礼仪教育活动的启
动仪式。

仪式在嘹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
幕并宣读了茂名市第八中学文明礼
仪活动的具体要求：选出示范班级，

推行十四字礼貌用语，成立文明礼仪
督查队，每月举行文明礼仪之星等。
学生代表宣读《有礼貌、懂礼仪、遵礼
节，人人争做三礼学生》倡议书，并向
全体师生发出倡议：要在“文明礼仪
伴我行”的活动中展现自己的风采，
做文明礼仪知识的学习者!做文明礼
仪知识的传播者!做文明礼仪活动的
实践者。随后进行了文明礼仪的宣

誓活动。
该校校长对同学们提出了要求

和希望，希望同学们做好整顿“一个
阵 容 ”，抓 好 升 旗 仪 式、早 操 的 队
列；遵守“一种秩序”，课堂秩序、集
会秩序、课间及放学秩序的文明有
序;养成“一种习惯”，语言文明、待
人接物大方有礼，并形成习惯；坚
持“一项制度”，卫生责任区的保洁

制度，确保校园环境整洁优美；树
立“一个观念”，要遵纪守法、尊老
爱幼、团结互助。

通过此项活动的开展，让该校全
体学生积极投身到学校讲文明、学礼
仪的活动中，率先垂范，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播撒文明的种子，吹起礼仪
的新风，让文明之花常开八中，让礼
仪之美到处传播！ （吕春辉）

有礼貌 懂礼仪 遵礼节
茂名市第八中学启动文明礼仪活动

本报讯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引导青少年学生听党话、跟党走，争做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接
班人，日前，高州市文明办、高州市教育
局、共青团高州市委和高州市融媒体中心
在广东高州中学初中校区联合举办“喜迎
二十大，强国复兴有我”主题活动。

在毛笔书法和版画创作现场，十多位
师生代表在巨幅国旗的背景幕前或泼墨
挥毫、笔走龙蛇，或精雕细刻、刷油滚印。
不一会儿，一张张雄浑厚重、气势磅薄的
书法作品和一幅幅惟妙惟肖的版画便出
现在观众的眼前。

在集体诵读环节，四位身穿礼服的师
生代表或齐声朗诵，或轮流独诵，声韵优
美，激情澎湃，读出了对党对国家的无限

感恩之情，以及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坚定信念。

礼花绽放，红旗飘飘，师生们在豪
迈的《我和我的祖国》歌声中向党的二
十大献礼。在四位音乐老师的带领下，
全场师生一边高声歌唱，一边挥动手中
的小红旗，在雄壮激越的歌声中向着中
心靠拢，慢慢凝聚成一个硕大紧密的心
型图案（见左图），象征着我们永远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

最后是粤韵操表演。三十多位青
年学生翩翩起舞，队列整齐，体态轻盈，
动作优美，举手投足之间，一股活泼健
美、热情奔放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如
花盛开！

（黄诒高 冯章 曹华锋）

■通讯员 湛朋成

本报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3 周年华诞之际，信宜怀乡镇妇联到
云罗村儿童之家开展“童心向党 喜迎
国庆”系列活动，庆祝伟大祖国母亲生
日快乐，让少年儿童从身心感受祖国
的魅力，激发少年儿童心系祖国、忠于
祖国，奉献祖国的家国情怀，引领少年
儿童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活动上，信宜怀乡镇云罗村驻村
第一书记给孩子们讲解“国庆节”“五
星红旗”的相关知识，重温祖国历经磨
难却又坚强不屈的历史，重新回顾新
中国 73 年来的光辉历程。号召孩子
们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留给我们的不怕
困难、开拓前进的大无畏精神，现场教
育引导少年儿童树立远大志向、培育
美好心灵，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最
大的力量，为中华之伟大复兴而奋发
图强!

课堂上，怀乡镇妇联、云罗村妇联
执委们和孩子们一起，手执画笔，以鲜
艳的色彩绘出自己对祖国的祝福。一
幅幅鲜丽明亮的图画在孩子们灵巧的
手下诞生，那是他们对祖国的感恩和
敬仰，孩子们在图画上写上了对祖国的
祝福语，“喜迎二十大，祝我的祖国更加
强大”“祖国生日快乐，国泰民安，繁荣
昌盛”“祖国母亲我爱您”……简单的话
语，是最真挚的祝福（见右图）。

活动中，妇联干部还为孩子们讲
解疫情防护、交通安全、预防溺水、预防
毒品、防拐骗、防诈骗“国庆节假期安
全教育”系列知识，进一步提高了孩子
们在国庆节假期的安全防范意识，增强
孩子们的自护能力，共同度过一个平
安愉快的假期。

参与活动的孩子踊跃举手发言参
与互动，纷纷表示，非常开心，这场将爱
国主义教育与艺术、安全知识有机融合
的实践活动，将会是他们在这个国庆假
期愉快而又充满意义的独特记忆。

怀乡云罗村儿童开开心心迎国庆
公 告

关于申请执行人谭林明与被执行人莫超林名誉
权纠纷，（2021）粤09民终3918号民事判决已发出法
律效力，因被执行人莫超林未按生效判决履行法定
义务，现依法将该判决的主要内容进行公告：一、限
被告莫超林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
其微信朋友圈、“茂名丰速卡丁车友群”、“茂名超跑
俱乐部”及“粤西奔驰群”群聊内发布公告（公告内容
须经本院审查，发布的期限为一个月），公开向原告
谭林明赔礼道歉。如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在《茂名日
报》上登载公告，说明判决的主要内容，费用由被告
莫超林承担。二限被告莫超林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律师费 18000 元给原告谭林
明。三、驳回原告谭林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四、案件
受理费207元由被执行人负担。

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
2022年9月28日

高州中学初中校区举办主题活动迎盛会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俊明 严志强 通讯员 陈晓

本报讯“必要时可以做一个假动作，就这样把脚步
晃过去，如果被逼回到我方半场了，就收缩回来打好防
守……”电白区坡心镇第二届“镇长杯”校园足球联赛目
前正在举行，参赛队伍坡心镇清河小学低年级女子足球
队作为刚组队训练两周的“新手”，教练何金临在赛前再
次做战术部署。

在镇域举办校园足球联赛，覆盖全镇中小学，这已成
为坡心镇年度“好戏”。2016年，坡心镇开始瞄准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发力，建设足球场，组建足球队，培训足球教
练，举办校长杯、镇长杯等多种赛事，让足球的欢乐遍布
全镇学校，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仅短短几年时间，坡心
镇21所小学已有18所建起了足球场，3所中学已全部建
起了足球场，走出了一条创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路子。

一点发力 喜获全国殊荣
“2016年，坡心镇开始推行发展校园足球，创建特色学

校新举措，并从坡心镇中心小学开始着手，成立校队、班队，
同时举办校内、镇级比赛。以此为契机在全镇推动足球进
校园，打造阳光活力校园。”坡心镇中心学校校长表示，足球
运动能锻炼孩子吃苦精神，培养其坚强意志，能培养团队
协作、拼搏精神，形成良好的品行，做好心之人。“成立球队
后，队员们每天放学坚持训练，坚持完成每天训练计划，到
比赛前阶段更主动为自己加时，我们教练都被他们的毅力
折服。”坡心镇中心小学足球教练深有感触。

“坡心镇中心小学是全镇最早建造起标准5人制人工
草皮足球场的小学，如今已建成2个足球场。全校组建了
高低年级、男子女子共4支校队，18支班队。”坡心镇中心
小学校长说，为推动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学校专门配备
了足球教练，有计划地进行训练以及开展足球联赛。

2018 年，坡心镇中心小学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坡心镇中心小学代表该镇参加2021年
茂名市电白区第五届“区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勇夺低年
级男子、低年级女子、高年级女子冠军以及高年级男子
亚军的“三冠一亚”优异战绩，参加 2021年茂名市“市长
杯”足球赛荣获低年级男子组第三名、高年级男子组第
四名的成绩。该校学生李语涵还被选入茂名市队，参加
2022年广东省“省长杯”足球赛。

多点开花 推动全域覆盖
“前两年收到镇里要求我们组建足球队的通知，当

时我真的没信心，全校只有80多名学生，校园环境较差，
没有足球场。后来中心学校鼓励我们，并给予支持，在
村委会、村民以及爱心乡贤的共同努力下，去年新文小
学建起了标准的 5 人制足球场。”坡心镇新文小学校长
说。如今的新文小学已组建起两个组别的足球队，在校
学生203人，在上级各部门的共同支持下，该校将按有关
规划建设标准7人制足球场。

新河小学刚建起足球场投入使用，随即报名参加本
届“镇长杯”联赛，新队员仅训练2周；新苗小学全校只有
80 多人，组建起了 3 支足球队，有 40 多学生报名参加
……目前，坡心镇中小学共建成了 21个足球场，组建了
33支足球队，校园足球正在推动全镇覆盖。

体教结合 实行全面育人
坡心镇把足球作为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一个载体，

通过开展阳光体育工程，把足球文化、足球技能、足球训
练引入教学，培养学生的足球兴趣，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以球辅德，以球健体，以球促智，以球致美，体教结合，全
面育人。过去的一年里，坡心镇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
升，近几年向上级足球特色学校输送29名足球特长生。

坡心镇中心小学五（1）班的李伊静担任该校高年级女
子足球队的队长，面对记者的采访，她笑着说：“我爸爸很喜
欢足球，很支持我踢球，妈妈就不是很支持，担心影响功
课。但最终我以比较优异的学习成绩获得了她的支持。”

据悉，为推动坡心镇足球特色校园全覆盖，电白区
政府、电白区教育局、坡心镇政府对建设场地、活动经费
等工作给予大力支持。社会爱心人士踊跃捐助，合力推
动坡心镇发展校园足球，创建特色学校，助推教育教学
质量全面提升。近年来，坡心镇小学生在校人数出现逐
年增长的态势，全镇在校小学生由原来的 5000多人，增
加到 7000多人，将有越来越多的足球小将走上足球场，
以铿锵的脚步踢出“足”够精彩。

坡心镇全面创建足球特色校园

足球小将踢出“足”够精彩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电白区 2022
年“4+1”护苗宣传教育系列活动，
增强未成年人的法治观念和自我保护
意识，切实做好未成年保护工作，近
日，树仔镇上山锦小学开展“关爱女
童，护苗成长”防性侵害安全专题教
育活动（见左图）。

活动中，授课老师运用提问、举
例、互动等方式，向女孩们讲述了青
春期身体的变化，普及生活中需要注
意的卫生知识，并就“如何防止性
侵”，引导学生要树立自我保护意识，
提高防范侵害的警惕性。并在课堂中
强调，只要是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语

言和行为，包括身体的触碰，我们都
要敢于说“不”！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女孩们通过积极参与主题游戏互动，
强化了防性侵意识，学习掌握了自我
保护知识。

每个女生都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
蕾，需要大家共同呵护。可是，并不
是每一朵花苞都能幸运地成长和开
放。授课老师着重强调一点，希望全
体女生可以不扎别人，但是身上一定
要有刺，每位同学都要学会保护自
己。祝愿所有同学都能被全世界温柔
以待，都能在花季的年龄里幸福健康
地成长！ （上山锦小学上山锦小学））

关爱女童 护苗成长
树仔镇上山锦小学开展防性侵害安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