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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何万里）狮

山积分入学入围分数线和入围对象

出炉啦，家长可留意“狮山教育”公

众号公布入围积分生的统筹安排办

法及相关入学报到的手续。

2020年狮山镇积分入学申请

积分分数已于2020年7月10日至

2020年7月16日公示完毕，公示期

间接受了新市民的积分分数复核申

请。针对新市民提出的复核项目，

经相应职能部门的自查复核，对存

在错漏的积分已予以更正，并于

2020年7月20日公告了狮山镇积

分入学申请积分复核情况。

受狮山镇普通借读生（积分生）

学位名额限制，根据《佛山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修订佛山市新市民积

分制服务管理办法的通知》（佛府办

〔2018〕45号）第十二条，新市民申请

人在符合相关申请条件的前提下，

以积分排名从高到低的方式获得公

共服务。在总积分相同、排名并列

的情况下，以首次在佛山市办理《广

东省居住证》的先后时间确定排名。

经过初次分数公示及复核分数

公告，最终确定狮山镇新市民积分

入学入围对象共1181人。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万

里 通讯员/黎力）7月28日，一

名刚从花都来到狮山官窑的

小女孩在街头走失，幸好被多

名热心市民带到派出所，最终

在民警的帮助下找回了亲人。

7月28日21时许，几名市

民带着一个年约4岁的女孩来

到官窑派出所求助。原来，几

名市民晚上外出散步，忽然发

现这名女孩一直在路上跟随

他们，身边没有大人陪同。出

于好奇，市民询问女孩情况，

但女孩口齿不清，没法说出有

用的信息。

此时，刑警中队辅警李莉

芳前来协助，再次耐心询问女

孩，但其不能说出父母的姓

名、电话和居住地址。于是她

致电官窑社区民警中队，果然

不久前有一名事主蔡先生报

警求助，称其4岁的女儿走失

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民警

驾车载着蔡先生来到官窑派

出所，经确认，这名女孩正是

蔡先生走失的女儿。

据悉，当天晚上，蔡先生

带着4岁大的女儿小云到官窑

南门市场，期间，女儿因贪玩，

趁大人不注意就走失了。由

于小云刚来到官窑两天，人生

地不熟的她一直跟着附近散

步的市民，随后被带到官窑派

出所。蔡先生连声向热心帮

忙的市民和警辅人员致谢。

官窑派出所民警黎力介

绍，孩子们期待已久的暑假终

于开始了，不少“小候鸟”纷纷

回到父母的怀抱，但“小候鸟”

走失的警情也略有增加。“现

在正值暑期，很多小候鸟来到

异地与父母团聚。在陌生的

城市小孩很容易迷路，监护人

一定要多加看管好小孩，以免

发生意外。”黎力提醒，孩子可

以放暑假，但安全千万不能

“放假”。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福云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案情回顾
2019年5月24日下午，狮

山城市管理局的文明劝导员

巡查至罗村大道一侧的尚观

嘉园路段时，发现沿线的商铺

都能够做好“门前三包”工作，

唯独其中一家便利店在门前人

行道上摆放了冰柜、电动玩具

车等物品，严重影响市容秩序，

阻碍行人正常通行。对此，劝

导员要求经营者自行清理占道

的物品。此时，该经营者罗某

突然情绪激动，对劝导员进行

辱骂，还用扫帚追打，导致2名

劝导员多处受伤。随后派出所

和城管部门执法人员赶到现

场，在了解情况后迅速将劝导

员送往附近医院进行医治，民

警依法对罗某进行传唤调查。

最终，罗某向2名文明劝导员

当面赔礼道歉，并赔偿医药费、

误工费。城管部门对罗某的占

道经营行为进行立案处罚。

南海普法

城管篇——

占道经营还打人
店主被立案处罚

南海城市管家

“小候鸟”迷路
警民助返家

家长速看！
狮山积分入学入围名单出炉

旧楼装电梯 多亏她跑腿
罗佩华用心用情为民服务六年，搭起社区与居民之间桥梁

人 物 档 案

罗佩华，29岁，狮山镇黄洞

村人，2014 年大学毕业后成为

狮山镇一名社工，6年来坚守助

人解困、关爱他人的初心，获得

2019 年狮山镇优秀社工，并于

2020年7月成为一名党员。

“盼了这么多年，年底终

于可以用上电梯了！”“以后

再也不用气喘吁吁爬楼梯，

做梦都等着这一天啊！”7月

29日，居民们看着刚张贴在

狮山镇塘中社区居委会门口

的加装电梯工程公示图，难

掩心中的激动之情。

“谢谢你们，为我们做了

件大好事！”这个“你们”包含

了太多需要感谢的人，其中

就包括罗佩华。链接资源帮

助困难家庭，关注、关爱特殊

群体，通过志愿服务、募捐等

方式，一次次为周边居民解

难纾困。罗佩华无处不在的

关爱，收获了居民的好评，潜

移默化地为社区和居民搭起

了桥梁。

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跑腿
2018年，罗佩华被佛山

市南海区大众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分派到塘中社区居委

会，做片区负责人兼项目主

管。全面摸清该社区情况

后，知道居委会一直把老年

人的困难和需求放在心上，

为他们能够早日用上电梯奔

走各方协调，罗佩华也加入

其中积极配合。

“之前与同事一起对旧楼

加装电梯进行调查，收集各类

信息政策，多次向相关部门咨

询，做出旧楼加装电梯的流程

细则及报告供居民们了解。”

罗佩华说，塘中社区有400多

栋旧楼没有电梯，高龄、空巢

老人上下楼不方便，居民加装

电梯的需求强烈。

熟悉情况后，罗佩华开

始做楼长们的动员工作，指

导他们怎样向居民宣传及讲

解，并建立“加装电梯楼长

群”随时收集大家遇到的问

题，并及时回应帮忙处理。

楼里有居民不理解、不同意

的时候，罗佩华就从硬件要

求、经费补贴等居民关心的

问题入手，寻求突破点，并进

一步明晰安装的步骤、所得

实惠及所需承担的义务。“加

装电梯楼长群”充当了“润滑

剂”，配合居委会给不理解的

居民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一次次地沟通，一

次次地修改完善方案，最后

促成大家达成共识。

“佩华为了旧楼加装电

梯这件事跑前跑后，非常热

心。”塘中社区思贤南工区楼

的楼长张贵明说，7月29日

加装电梯工程公示图中就包

括该栋楼与园丁新A栋1梯，

预计8月中旬动工，有望今年

年底投入使用。

腿伤不退缩坚持抗疫
“你的腿有伤不方便，还

是回去吧。”2020年1月30

日，罗佩华的脚趾骨裂，她担

心疫情期间人手不够，第一

时间招募志愿者、楼长、义

工，自己在家负责搜集整理

资料几日后，便于2月10日

回到塘中居委会办公室上

班，与大家一起抗“疫”。

安排志愿者、楼长值守，

派发宣传单，收集各类讯息，

参与小区清洁消毒，与其他

工作人员为隔离人员购买物

资……防疫工作量大，罗佩

华经常要加班加点，有时候

连饭也顾不上吃。由于担心

一线防疫人员，时时叮嘱他

们要保护自己，还不忘送去

防疫物资。

“她不仅做事认真勤奋，

人还很好，总是关心我们这

些楼长，有时为了给我们送

物资，连午饭都顾不上吃。”

说起罗佩华，塘中社区金鹰

楼B座的楼长肖萧兰一个劲

儿地夸赞，在楼长们的心中，

她就像自家的女儿一样亲。

“佩华工作很积极，而且

主动认真，也会想很多办法

做好服务，帮助社区解决问

题，成为社区与居民之间的

沟通桥梁。”塘中社区居委会

党委委员林琼欢说。

链接资源为居民解难纾困
2017年11月底，当时负

责狮山镇个案管理服务的罗

佩华接到求助电话，狮山镇

狮西村黄伯家中发生火灾，

房屋被烧黑，家具、电线等也

损坏。得知情况后，罗佩华

连忙赶过去了解情况。

“黄伯家有5口人，他与

老伴年纪大无法工作，就靠

儿媳一人维持生计，还有三

个孙子在读书，家庭条件非

常困难。”了解情况后，罗佩

华马上打电话联系自己熟悉

装修工程的朋友，前来为黄

伯的房屋进行装修粉刷。

不到一天的时间，黄伯

屋子的墙壁变白了，电灯亮

了，家具也修好了，一家子终

于露出了笑容，黄伯拉着罗

佩华的手直掉眼泪，“关键时

刻还好你们帮忙，还一分钱

不收，非常感谢。”

看着眼前又开心起来的

一家人，罗佩华感慨万分。

因为在上一刻，她还在怀疑

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社工。

“因为那段时间接触这些特

殊群体比较多，产生了一些

负能量，因自己有时帮不了

他们而觉得惭愧。”罗佩华

说，后来她学会了为自己的

垃圾情绪分类，找朋友、同

事、上级领导倾诉、宣泄，寻

求解决办法的同时补充正能

量，再给予别人力量。

为了让更多的困难家庭

得到关注与帮助，罗佩华经

常组织志愿服务，还带动家

人参与。

2017年官窑生菜会上，

她协助官窑社会管理处策划

了爱心义卖活动，共募捐4万

多元；2020年春节前，罗佩

华和志愿者们为塘中社区的

困难家庭、孤寡老人等贴春

联、打扫卫生、送礼物及满满

的关爱。

凭借多年对工作的积极

认真，对居民的关爱与帮助，

罗佩华2019年获得狮山镇

优秀社工，并于2020年7月

正式成为一名党员。“觉得非

常荣幸，但也激励我加倍努

力为当地居民做好服务。”

入围分数线与入围对象名单

●各社会管理处小学一年级积分生名额和入围分数线为：

官窑社会管理处积分

生名额558个，分数线为

178分以上（含178分）；

小塘社会管理处积分

生名额 137个，分数线为

280分以上（含280分）；

罗村社会管理处积分

生名额 101个，分数线为

322分以上（含322分）；

大圃社会管理处积分

生名额233个，分数线为

85分以上（含85分）。

小学一年级积分学位分配由各社会管理处教育工作办公室统筹安排。

●全镇初中七年级积分生名额和入围分数线为：

初中七年级积分生名额 152
个，入围分数线全镇统一为350分

以上（含350分）。

初中七年级积分

学位分配由狮山镇教

育局全镇统筹安排。

8月1日~8月3日，南海区

普法办、南海区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联合举办“萌犬同行，

文明相伴”佛山市养犬管理条

例主题学法大赛，参与游戏答

题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等丰厚

奖品，详情可关注“南海普法”、

“南海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 梁艳珊

当事人涉嫌未经批准擅

自占用公共场地堆放物料，

其行为涉嫌违反《佛山市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

定》的规定，应予以立案处

理。当事人的行为既影响市

容市貌，也对附近群众的通

行造成影响，听到劝谕后不

配合整改还动手打人，实属

不该。南海区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呼吁广大市民，积

极配合和支持城市管理工

作，共同维护市容市貌和遵

守公共秩序，切勿以身试法，

更不能伤害他人，否则将被

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部门说法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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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查看大圃社会管理

处小学入围名单

▲

扫码查看全镇初中入围名单

▲

扫码查看官窑社会管理

处小学入围名单

▲

扫码查看罗村社会管理

处小学入围名单

▲

扫码查看小塘社会管理

处小学入围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