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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 生活服务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黄佩雯通讯

员/何昭璇 罗建贞）日前，记者从桂城街

道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了解到，随着疫情

形势不断向好，桂城街道老年人免费体

检服务逐步恢复。目前免费体检服务采

用预约制，各社区将每日体检预约人数

控制在8人左右。凡在桂城居住半年以

上、1955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常住

居民（不分户籍），快打电话提前进行预

约吧！

“陈伯，你的尿酸值有点高，我们建议

你到医院去看医生，吃药控制，还要调整

饮食习惯。”近日，桂城居民陈伯在夏南

二社区卫生站参加老年人免费体检，通

过抽血化验，医务人员发现陈伯尿酸值

偏高，便叮嘱陈伯及时就医。这时陈伯

才恍然大悟，近段时间喝酒较多，腿部的

关节出现肿痛、发红，原来是痛风。陈伯

赶紧回家与家人商量，挂号就医。

陈伯这次参与的老年人免费体检，

正是国家惠民政策“免费国家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中的“老年人健康管理服

务”。该服务的开展，旨在掌握长者的健

康状况及生活方式，为长者建立健康档

案，实施健康动态管理，做到无病早预

防，有病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从而提

高长者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今年的老年人体检服务，除了以往

的常规项目，今年还新增了尿酸项目。

“我们日常服务中发现，随着人们饮食习

惯改变，近几年越来越多人出现尿酸高，

痛风的情况。因此在今年的老年人体检

当中，也新增了这一项的检查。”桂城街

道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相关工作人员说。

此外，在体检的同时，社区卫生服务站还

会提供中医体质辨识，自我生活能力评

估、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为老年人

的提供养生指导。

为了较少人群聚集，降低风险，目前

老年人免费体检采用预约制，市民可通

过电话提前预约，或到附近社区卫生服

务站预约。各社区将每日体检预约人数

限制在8人左右，并每天开展终末消毒，

为老人年提供安全、放心的服务环境。

桂城街道卫计局提醒，凡在桂城居

住半年以上、年满65周岁（1955年12
月31日前出生）的常住居民（不分户籍）

每年可享受一次免费体检，户籍居民带

身份证、非户籍居民带身份证（居住证）

即可以拨打电话或到社区卫生服务站预

约体检。已预约的长者按约定日期的上

午8:00-10:00进行体检。需要特别提

醒的是，体检当天需空腹前往。

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朋友年满65周
岁，在桂城居住满半年以上，赶紧预约体

检吧！

各位企业主：

为避免年报后阶段因扎堆申报

造成网络塞车，请现在尽快办理年

报。逾期未报送的，将被依法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甚至被行政处罚，由此影

响征信，将会直接导致企业在贷款、政

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

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受到限制。

申报途径：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或直接关注“南海市场

监管”微信公众号进行在线申报。咨

询电话：86774232

桂城老年人免费体检又来了，今年新增了尿酸项目

长者免费体检要预约

夏北社区卫生服务站同德分站
桂城灯湖西路7号时代廊桥地下铺101-103

同德社区活动中心旁
86231261

社区卫生服务站名称

叠滘社区卫生服务站

石 社区卫生服务站

育桂社区卫生服务站

岗社区卫生服务站

万馨社区卫生服务站

东二诊所

南桂诊所

平洲社区卫生服务站

平东社区卫生服务站

平西社区卫生服务站

平南社区卫生服务站

夏教社区卫生服务站

夏北社区卫生服务站

三山社区卫生服务站

林岳社区卫生服务站

平胜社区卫生服务站

夏南二社区卫生服务站

工业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文翰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地址

桂城叠滘圩侧（叠滘中学对面）

桂城石 大道6号（石 小学对面）

桂城天佑四路三号3号一楼

佛平二路140号 岗街景楼

桂城庆安路圆方广场正门旁（即原桂城员工村）

桂城东二南兴市场侧

桂城南桂西路25号

平洲大圩太平路18号

平洲平东社区平东大道50号

平洲平西威宝路

平洲永安南路86号祥罗综合楼

平洲夏西大道36号

平洲宝石西路夏北幼儿园公交站西50米

平洲三山泰山路

平洲林岳西一村

平洲平胜麻洪

平洲夏南二梧桐街北口附近

三山顺胜路与胜利西路交汇处附近

三山港口路2号保利心语花园15座首层

社区卫生站电话

86303194

86365071

86339873

86236621

81236693

86236620

86228005

86780395

86774105

86777534

86775064

86773512

86791754

86708502

86706942

86781503

86775946

81273835

86707551

广东某环保有限公司因经营

不善已停产停业，拖欠易某等32
位员工3个月的工资。为了缓解

用工矛盾，当地村委在人社部门的

主持下替公司垫付一个月的工人

工资，剩下两个月的工资及相应的

经济补偿金需要通过法律途径追

讨。律师向南海区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通

过南海区人民法院对发生法律效

力的仲裁裁决书申请执行，最终工

人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全部追讨到

位。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出现了一

个问题：假如法院只执行到部分财

产，经济补偿金在执行中可否优先

受偿？

人社与你 南海职工家

南海普法 华南公证处

整理/珠江时报见习记者梁艳珊

公司破产了，经济补偿金
能否优先受偿？

案
情
回
顾

南海区人社局、南海区总工

会相关负责人提醒各位劳动者，

根据《破产法》第113条规定：破

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

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

(一)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

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

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

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

职工的补偿金；(二)破产人欠缴

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

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三)普通

破产债权。经济补偿金的性质和

工资、医疗补助、伤残补助、抚恤

费用等性质相似，都旨在对劳动

者基本权利的保护。本案中，经

济补偿金应当与工资和医疗、伤

残补助、抚恤费用并列，在破产清

偿中优先受偿。

部
门
说
法

5月4日~5月31日，逢周六日，南

海区司法局、南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和南海区总工会联合举办“和谐劳

动你我他 同心携力克时艰”主题微信

学法大赛，参与游戏答题有机会获得价

值500元实物大奖、微信红包等丰厚奖

品，本次学法大赛实物大奖由华南公证

处提供赞助，详情可关注“南海普法”

“人社与你”“南海职工家”和“华南公

证”微信公众号。

相
关
链
接

桂城工商局提醒

娘子军日行万步陈燕珊

如今，疫情的影响逐渐减弱，市民的日常

生活逐渐恢复。这背后，是千万“最美逆行者”

坚守的成果。在桂城的抗疫战线中，有这样一

位“铁面娘子军”，平日里除了站岗值守，还上

门核查涉疫情线索、走访疫区回流人员、积极

向市民宣传防疫知识。她是日行万步的巾帼

抗疫者——平洲派出所平洲社区民警中队内

勤组民警陈燕珊。

后勤变前锋
奋战在抗疫一线

疫情发生前，陈燕

珊主要负责警队内后

勤、信息报送等工作。

从年初一开始，陈燕珊

摇身一变，成为了日行

万步的“最美逆行者”。

在警队内，陈燕珊

时刻保障着单位警辅人

员饮食和防疫物资等；

在外，她除了站岗值守，

还联合各村妇女干部及

医护人员，组成“防疫三

人组”。每天开展疫区

回流人员核查和信息登

记工作，共核查涉疫情

线索30多条，走访疫区

回流人员 50多人。此

外，她还为居家隔离的

市民测量体温、送生活

用品，积极到厂企、大型

商场、商住小区等，向市

民宣传防范新冠肺炎疫

情相关知识，引导他们

正确佩戴口罩，提醒他

们勤洗手、少聚集。

抗疫虽苦，却也满

载温暖回忆。陈燕珊仍

然记得，在防疫物资最

紧缺的时候，她收到了

市民送来的一份爱心。

“1月底的时候，市面上

很难买到口罩。但有天

夜里，一位大叔来到中

队，将两盒一次性口罩

塞到我们手中。他送完

口罩就离开了，只留下

了一句话：‘警察比我们

老百姓更需要口罩，请

好好保重！’”陈燕珊说，

这些口罩数量虽不多，

拿着却沉甸甸的。“许多

人都在为这个社会点亮

星星之火，使这个春天

变得愈发温暖和可贵。”

点赞每位巾帼抗疫者
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

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陈燕珊

没有怨言也没有后退，因为家人都

在支持着自己。陈燕珊说，每天，

家人都会在她工作时替她照顾孩

子，也尽可能地做好家务，让她能

够全心全意投入抗疫工作中。“他

们都很‘撑’我，但我知道他们也

担心我，经常和我说一定要做好

防护工作。”让陈燕珊最暖心的，

是每次下班回家，女儿都会守在

门口帮她消毒。“要消毒才给进家

门，女儿说是从电视中学到的。”

陈燕珊笑说。

作为巾帼抗疫者的一员，陈燕

珊直言，每一位“铁面娘子军”都是

最棒的“逆行者”，“铁面娘子军”用

她们一丝不苟的态度，对每一辆过

往车辆及司乘人员都进行体温测

量和信息登记；由各村妇女干部、

民警和医护人员一起组成的“防疫

三人组”，每天上门为居家隔离的

群众测量体温，送生活用品。“除了

我以外，还有好多巾帼抗疫者在各

卡点防疫工作上贡献着自己的力

量，站岗、测温、登记资料，风雨不

改。”陈燕珊说。

“防疫工作中，到处可见我们女

同胞的身影，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她

们都坚守在岗位，用‘方便面加额温

枪’继承和发扬红色娘子军‘小米加

步枪’的革命精神，到群众需要的地

方去。”参与了数月的抗疫工作，也

让陈燕珊坚信一句话：冬天即将结

束，万物将复苏更新。

文/珠江时报见习记者 丁当 图由受访者提供

巾帼抗疫展风采

■陈燕珊站岗值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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