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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

通讯员/关文轩）近日，璜矶社区

第二网格（南胜、东一、东二、日

耀、东华）巡查员在璜矶市场巡

查时接到群众反映称，璜矶市场

旁边的河涌出现大面积油污，对

河涌水质造成严重污染，影响了

周边居民生活环境。

接报后，巡查员立即前往

现场查看，确认情况属实后立刻

将现场问题上报智慧社区工作

站。随后，镇环保办、镇河长办、

镇污水处理厂等部门到场核实

情况，网格巡查员也在场协助部

门执法人员调查油污问题来源。

经初步调查，判定是由于

前一天骤降大雨，导致污水管内

水压急速上升，污水溢出，路面

雨水将管道溢出的污物冲到河

涌所致。目前，璜矶社区已安排

人员对河涌漂浮的污染物进行

围截和清理，问题得到解决。

此外，璜矶社区第一网格

（松桂、接云、荣下）巡查员在进

行日常巡查时接到群众反映称，

璜矶东华村辖区内有村民违规

堆放建筑垃圾，垃圾已堆成“小

山”，影响村民的生活环境。

接报后，巡查员立刻前往

现场查看，经核实确认现场的公

共区域被非法堆放了大量的建

筑垃圾，还不时有人从附近正在

建设的房屋处运来建筑垃圾进

行倾倒。巡查员立即将相关信

息上报，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

重视，公安、城管、国土等部门及

时到现场实地了解，要求社区与

施工队伍协调配合，尽快给出具

体整治方案。经召开会议研究，

决定由房屋屋主自行清理违法

堆放的垃圾。次日，屋主已完成

清理工作，现场环境得以恢复。

“社区网格员工作仔细，认

真负责，非常感谢。如今垃圾清

理了，大家通行更安全，居住环

境也越来越好了！”居住在附近

的刘小平等居民纷纷点赞道。

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强

摄影报道）9月15日，佛山市南

海永恒头盔制造有限公司和九

江义工联分别捐赠240顶和120

顶安全头盔，送给九江镇一线环

卫工人，希望他们在工作中注意

安全、做好防护，更好地投入工

作，扮靓市容。

为助力九江创文工作，维护

市容市貌，广大环卫工人一直坚

守岗位，默默奋斗。九江镇市政

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环卫工

人大多骑着电动三轮车或人力

保洁车在大街小巷穿梭，机动车

道是他们的主要作业区之一，佩

戴安全头盔可以大大提高安全

系数。

“这是我们公司第二次捐赠

头盔，之前捐赠的第一批头盔

需要更新换代了。”佛山市南海

永恒头盔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伟强说，城市环境的干净美

丽离不开环卫工人的努力，希

望尽绵薄之力，更好地保障环

卫工人的安全。

戴上头盔后，环卫工人们

纷纷表示，将把爱心企业的关

心和爱护转化为工作动力，继

续坚守岗位，辛勤劳动，不断提

升市容市貌，为九江创文工作

贡献力量。

事实上，九江市政部门一直

强宣传、严监管，通过联合九江

交警中队等部门开展安全专题

培训，以及日常巡查监督，督促

环卫工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作业，切实保障环卫工人的安

全。另外，江景公司还结合“摩

电”专项行动，为环卫工人提供

免费电动车考牌项目。“我们鼓

励环卫工人自我增值，报考电动

三轮车驾驶证，费用由单位的工

会负责，目前已经有40多名环卫

工人成功考取驾照。”九江市政

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发挥

环卫等重点行业的示范引领作

用，将有力带动市民遵纪守法、

安全出行，助力九江创文工作。

“善美的星空”——感动南海道德人物基层宣讲活动走进九江

照顾患病妻子14年
他的事迹感动全场

《慈善法》知多D

慈善服务与志愿服务

《慈善法》

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服务，

可以自己提供或者招募志愿

者提供，也可以委托有服务专

长的其他组织提供。慈善组织

根据需要可以与志愿者签订协

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约定服

务的内容、方式和时间等。

配套法规
2017年12月1日，《志愿

服务条例》正式实施。《条例》

规定，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

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

愿、无偿向社会或者他人提供

的公益服务。开展志愿服务，

应当遵循自愿、无偿、平等、诚

信、合法的原则。

《条例》强化了对志愿者

和志愿服务对象的权益保

障。为了促进志愿服务事业

发展，《条例》规定了多项扶持

和保障措施。

信息公开

《慈善法》

慈善组织、慈善信托的受

托人应当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

务。信息公开应当真实、完整、

及时。慈善组织应当向社会公

开组织章程和决策、执行、监督

机构成员信息以及国务院民政

部门要求公开的其他信息。

配套法规
2018年9月1日，民政部制

定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

正式实施。办法根据《慈善法》

的授权，对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

义务进行细化，回答了慈善信

息为何公开;慈善信息谁来公

开;慈善信息怎么公开;慈善组

织重点公开什么信息;怎样落实

网络募捐的信息公开等问题。

企业捐赠税收优惠

《慈善法》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捐

赠财产用于慈善活动的，依法享

受税收优惠。企业慈善捐赠支出

超过法律规定的准予在计算企业

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当年扣除

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三年内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配套法规
2017年1月1日，财政部、

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公益性

捐赠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结转

扣除有关政策的通知》。《通知》

明确，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

或者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用于

慈善活动、公益事业的捐赠支

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

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

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公益性社会组织，应当依法取

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360顶安全头盔
送给城市美容师

垃圾堆成“小山”网格员协助处置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 通讯员/陈国

杰 摄影报道）日前，2020年佛山市南海区

“善美的星空”——感动南海道德人物基层

宣讲活动走进九江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数

十名市民齐聚，聆听感动南海道德人物候选

人“孝德之星”廖福昌的动人故事。现场还

为九江派出所辅警吴炯成颁发证书，点赞其

关爱2岁走失幼童的行为。

“孝德之星”讲述动人故事
面对久病之人，廖福昌每天重复着琐碎

的护理工作，从未间断。在海寿小学老师洪

紫燕看来，没有强烈的责任心、恒久的耐心、

平和的心态、坚韧的品质、深厚的爱，根本没

有办法坚持下来，“他用一个人的力量撑起

一个风雨飘摇的家，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的精神值得大家传播与学习。”

“她是我的妻子，她生病了，做丈夫的就

应该照顾她，这是爱，也是一份责任！她在，

家才在！”廖福昌在台上与大家分享这一路

走来的内心想法，感动了在场所有人。他坦

言，一家人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就是自己最

大的愿望。

“廖福昌的事迹平凡而令人感动，我们

将通过多个渠道宣传他的孝德精神。”九江

镇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崔结红说。

“临时奶爸”获颁点赞证书
另外，九江派出所辅警吴炯成变身“临

时奶爸”的事迹在九江广为流传，他关爱2

岁走失幼童的行为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点

赞。现场，九江镇党委委员卢明为吴炯成颁

发点赞证书。

近年来，九江一直注重“乐善九江”品牌

的打造，通过挖掘身边“最美家庭”“仁爱之

家”“孝德之家”“书香之家”等先进典型代

表，以身边人感染身边人，对精神文明建设

起到引领作用，同时营造全社会充满正能量

的氛围。

经过四届“乐善九江”道德模范人物的

评选、多年“乐善”品牌活动的开展，“乐善”

精神已经成为九江人文的精神实质，激励九

江儿女奋发有为，自强不息。

廖福昌：14年如一日悉心照料患病妻子

廖福昌今年70岁，与妻子、儿子共同生

活，平淡而幸福。然而，廖福昌的妻子在

2006年检出患有类风湿关节炎，所有关节

活动受限，连最基本的下蹲弯腰等动作都无

法完成，廖福昌每天都要帮她完成穿衣、洗

澡、吃饭、大小便等日常生活事项。廖福昌

只有辞去工作，在家务农，以便照顾患病的

妻子。为了给妻子看病，廖福昌用尽了所有

积蓄，还借了2万多元，靠着务农微薄的收

入维持生活。幸好儿子十分懂事，大学毕业

后努力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也大大减轻了家里的负担。

廖福昌14年如一日悉心照料患病的妻子，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时候仍然没

有放弃，夫妻俩相濡以沫，共度时艰，展现了新时代良好的家庭美德。廖福昌被

评选为第四届“乐善九江”道德模范，其家庭也被评为广东省“百户最美家庭”。

吴炯成：化身“临时奶爸”照顾2岁走失男孩

近日，一名年约2岁的小男孩在九江街头走失，无人照看。沙头社区民警

中队辅警吴炯成接到报警后随值班民警赶到现场，将小男孩接回单位再设法联

系其家人。为安抚小男孩情绪，辅警吴炯成当起了“临时奶爸”，在值班室里陪

孩子做游戏、给他讲故事、买零食……晚饭时间，吴炯成带着小男孩来到单位饭

堂，和他一起吃起了工作餐。吴炯成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一勺一勺地给小孩

喂饭，场面非常暖心。

最终，经过民警多方努力，终于联系上了小男孩的妈妈。当小男孩的家长

来到派出所时，他还在吴炯成的怀中，眼神充满了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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璜矶网格化人员架构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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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

南胜、东一、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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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

网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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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58787

王连斌
86558787

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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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伟石

潘细培
潘醒辉

潘演昌

电话号码

18927756557

18923157611
18028134152

13927718123

社区
处置员

潘铭强

智慧工作
站座席员

潘健雄

社区
管理员

潘健雄

■廖福昌分享自己14年如一日

悉心照顾患病妻子的故事。

■九江镇党委委员卢明为九江派出所辅警吴炯成颁发点赞证书。

■网格员协助

相关部门与屋

主进行协商沟

通，要求屋主

清理违规堆放

的垃圾。

通讯员供图

■佛山市南海永恒头盔制造有限公司和九江义工联向环卫工人捐赠360顶

安全头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