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旬老人写信
感谢社区关爱

从入户派发春联、苹果、粽

子、口罩防护用品，到上门义

剪、社区便民义剪等贴心的慰

问探访、志愿服务，这些看似简

单的志愿服务，却击中了社区

部分长者“经济不差就缺陪伴”

的痛点。

据了解，“尖东社区关爱行

动大家庭”组别 2017年 1月

组建，社区通过各渠道的信息

收集，建立了以高龄老人、弱势

群体为主的特需志愿服务库，并

以党建引领，运用创建熟人社区

的手法，社区党支部+街坊会+楼
长为服务梯队，安排专人专项管

理，为社区“关爱行动大家庭”的

居民提供各类志愿服务。据统

计，截至今年6月，社区共为“关

爱行动大家庭”的居民提供了超

过 480次的上门入户志愿服

务，来自社区的暖心关怀，感动

着居民，感染着身边人。

“一封简单的感谢信，对于

我们来说却是‘沉甸甸’的，它

乘载着居民对尖东社区党组

织、街坊会、楼长团队工作的认

可和对未来的期待。”吴镇华表

示，一直以来，尖东社区按照创

建“熟人社区”的工作思路和工

作方法，通过街坊会、楼长等社

区治理的力量，从楼道开始，把

楼栋居民组织起来，积极挖掘

社区关怀的服务对象。在提供

日常照料、心理关怀等贴心服

务的同时，努力把服务对象转

变为推动社区建设的重要力

量，鼓励居民走出家门融入社

区，重塑相熟互助的邻里关系，

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动员力。

“你们真的很贴心，常常给我老头子送温暖……
总能让我感受到尖东社区党组织对我一家的关怀！”6
月28日，桂城尖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吴镇华收到蓝湾
小区居民苏伯伯夫妇送来的感谢信。这封信仅有半
页纸，对社区党支部来说却是“沉甸甸”的，它代表了
居民对党支部服务的肯定。

送信的苏伯伯夫妇今年都

80多岁了，入住蓝湾小区已超

6年。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苏伯

伯因中风导致行动不便，加上

其中一个儿子长期在国外生

活，苏伯伯甚是想念，思想上有

点绕不开，总是情绪低落。

3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

苏伯伯在小区小广场碰到了

“尖东风采义剪社”的楼长们正

进行接待日志愿服务及义剪服

务。来到义剪摊位等候剪发的

苏伯伯受到了社区工作人员和

楼长们的热情接待。在登记服

务需求、了解老人家的身体状

况和家庭情况后，楼长们把老

人家划入“尖东社区关爱行动

大家庭”组别。

“这3年来，我们定时上门

对像苏伯伯这样的社区长者开

展慰问探访、义剪、义诊等志愿

服务，也会邀请他们参加社区

的生日会。”尖东社区工作人员

黄婉雅回忆道，刚开始上门服

务时，苏伯伯因中风行动不便

和思念儿子情绪很低落，楼长

们便经常上门陪他聊天。经过

几年的服务，苏伯伯变得越来

越开朗，身体也慢慢恢复，目前

已经能走路了，听说苏伯伯在

国外的儿子也准备回国了。

“尖东社区和楼长们都是

用心为人民服务的。从第一次

登记信息，到端午节前夕入户

派发粽子，到昨天的义剪志愿

服务，3年来，社区对我们家的

关怀从来没有断，我们应该感

谢他们。”苏伯伯紧紧地拉着吴

镇华的手，激动地讲述他写这

封感谢信的原因。

志愿服务超480次

老夫妻送来感谢信

桂城尖东社区为“关爱行动大家庭”

居民提供暖心服务获肯定

文／珠江时报记者黄佩雯通讯员黄婉雅

亲爱的尖东社区领导和楼长工作人员，你们

好！你们辛苦了！

你们上门送爱心、送温暖、送幸福，2019年给

我们过生日，又照相给我们，好开心。春节前上门

送苹果、挥春、袜子，上门剪发。春节后上门送口

罩，端午节上门送粽子。我们在这里住真的好温

暖、好幸福，多谢你们尖东社区领导和楼长、工作

人员，你们辛苦了，我们非常感谢！

2020年6月27日

苏太字

感谢信

A07 镇街今日南海
珠江时报微信号：prtimes 新浪官方微博@珠江时报

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 责编 李正啟 美编徐文霞

端午节前夕，为排解孤寡

老人过节的孤单，佛山农行党

员突击队志愿者走进寿星公

寓，开展主题为“心系养老院，

‘农’情端午节”爱心志愿活动，

为老人们送去关爱和温暖。

活动在佛山农行党员突

击队志愿者向老人们的热情

问候中拉开帷幕。志愿者陪

同行动不便的老人们沐浴阳

光，闲话家常，老人们的脸上

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志愿者

还为老人们送上精心准备的

牛奶、饼干、芝麻糊等食品，仔

细询问老人们的身体情况和

生活情况，老人们开心得像孩

子一般，一再向党员志愿者们

表示感谢，寿星公寓的工作人

员也对充满正能量的爱心慰

问活动给予高度的赞扬。

上善若水，大爱无言。佛

山农行党员突击队将继续积

极投身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传

递社会正能量，用实际行动践

行社会责任和担当。

（卢羽晴）

■佛山农行党员突击队为老人

送上爱心礼物。

心系养老院，“农”情端午节

佛山农行党员突击队
到寿星公寓开展志愿活动 近年来，中国银行佛山分行

（以下简称“佛山中行”）发挥脱贫

攻坚金融“主力军”作用，积极宣传

助力地方脱贫攻坚信贷政策，不断

丰富产品体系，优化普惠民生服

务，为脱贫攻坚提供融资融智等方

面的金融服务。

加大信贷支持，
做好涉农金融服务

佛山中行通过倾斜信贷资源、

丰富产品体系等各项金融举措，助

力农村现代化可持续发展，主动适

应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引入

“中银慧农贷”产品方案，结合佛山

本地实际情况，将营销触角延伸至

花卉农场、养殖大户、农民专业合

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好精

准支持，提升业务效率。

此外，佛山中行还不断加大对

涉农企业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在农

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和农副产品专

业市场方面，围绕各地重点“菜篮

子”工程开展批量联动作业，为客

户提供普惠金融贷款支持。

鉴于疫情对农业生产、流通、

销售等各方面的影响，佛山中行通

过调整还款计划、贷款展期、利率

优惠等方式，发挥“量体裁衣”作

用，为每一个客户度身定制更灵

活、更精准的金融服务。对涉农经

营主体，还利用“战疫复工贷”、“优

享贷”等各类金融产品，提升金融

支持力度。

加大帮扶力度，
推进扶贫济困系列活动

佛山中行响应党中央精准扶

贫号召，牵手兄弟行和党建共建单

位开展结对扶贫帮扶工作，深入贫

困地区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该行

实地探访贫困户、为低保户送去

米、油等生活保障品，深入村民家

中了解他们生活、健康状况以及存

在的实际困难，并积极向当地村委

建言献策，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扶

持、双向联动等具体有效的扶贫工

作方式，打造扶贫长远造血之路。

此外，佛山中行还借助中国银

行精准扶贫平台“公益中国”APP，

邀请行内外爱心人士，通过平台购

买助农产品、引荐扶贫村农特产品

上线等形式，为公益扶贫提供了新

思路与新方法，助力精准扶贫。

下阶段，佛山中行将持续做

好金融服务脱贫攻坚的各项工

作，将脱贫攻坚工作落到实处，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应有的作

用、贡献积极的力量。

（招卓臻）

■佛山中行牵手兄弟行开展结对

扶贫帮扶工作。

■佛山中行与禅城区社保局为湛江市
大山村小学的孩子们捐赠爱心书桌。

加大金融支持，佛山中行助力脱贫攻坚

推广

2020年6月18日17时许，

在罗村城中路城中公园对出转弯

路段发生一宗轿车与电动车碰撞

的交通事故，肇事后，轿车驾驶员

驾车逃逸，造成电动车驾驶员受

伤。警方呼吁该事故的目击证人

及知情人与南海交警大队罗村中

队联系，同时敦促肇事逃逸者尽快

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联系人：杨锦光、孔宪伟

联系电话：

0757-86445760（白天）

0757-86441760（晚上)

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罗村中队

2020年6月29日

寻交通事故目击证人及知情人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冬冬

通讯员/杜建新）近日，记者从桂

城街道获悉，从飞行风扇厂到南

港立交桥长达 2.3km的永安

路一带将重新规划、整体优化提

升，重塑沿线街区与城市景观绿

带，打造全新文化创意走廊。走

廊通过“一轴四区”的空间理念，

对旧厂房、旧船厂、公园，以及沿

线建筑外立面等微改造，打造桂

城“文创+”旧城微改造示范点。

将旧厂改造为文创新园
在立新路与永安路交界处，

飞行风扇厂、广东电缆厂曾是许

多平洲人的记忆。未来，桂城将

打通两大厂区，优化入口广场与

内部空间，把旧厂改造为文创新

园。其中，永安路、立新路分别

设置入口广场与入口生态公园，

通过开放活力的集散广场搭配

富有趣味景观空间，营造文创氛

围浓郁的园区入口。

根据规划，园区沿街建筑采

用灰墙黑瓦与落地玻璃相结合，

糅合岭南建筑与现代建筑风

格。通过文创轴通往文创广场，

二层景观天桥串联两大厂房，极

具设计感的几何线条构成特色

开放空间，为园区增添灵活互动

及观赏性。

沿着永安路往东延伸，以往

形象不突出的旧建筑，将统一改

造外立面，提升改造景观及公共

空间。通过9大节点提升，增加

文化、艺术、创意等元素，将沿线

一带打造成都市文化体验区，重

塑片区文化艺术创意形象。其

中，街心公园改造为“口袋公

园”，合理布局功能性设施，为市

民提供休闲游玩的新场所，以及

干净舒适的绿地活动空间。

此外，永安路与三丫涌交汇

处将变为岭南水岸文创休闲区，

在保留传统岭南水乡风貌下，改

造街道及河岸景观，提升永安路

道路生态景观。永安路东侧将

结合滨江及岭南水乡特征，改造

设计为江滨公园，增加生态休闲

步道，打造休闲生态亲水绿带；

西侧创意市集及庭院部分则整

合零散公共空间，增设创意人行

巷道，营造灵活多样的文创产业

环境。

塑造“网红水岸”主题区域
网红直播城、影视文化街、

水上剧场、艺术公园……永安路

与南港立交桥交汇处将依托平

洲水道塑造“网红水岸”主题区

域，打造成南海休闲网红影视集

散地。

据悉，入口广场片区分三个

阶段推进。目前，第一阶段“水

岸广场”部分——霏梵印象文创

园已完成建设，INS风网红拍摄

点、日韩英伦街成为桂城最新网

红打卡点。

第二阶段将重点改造空置

或荒废的旧船厂房及码头，平洲

船厂建筑承载着“桂城记忆”。

外观将注重对原有建筑保留与

改造，内部及天台空间则改造成

特殊影视摄影厂、时尚运动空

间，重新盘活空置物业，焕发新

活力。

第三阶段将优化滨江沿

岸，打造全新景观走廊，色彩斑

斓的外墙，潮流时尚的涂鸦，仿

佛步入彩虹的世界。“通过改造

后，滨水沿岸进一步拓展生态

体验空间，形成一条舒适休闲、

创意活力的文创街道，再现老

城的新活力。”桂城街道相关负

责人表示。

桂城永安路一带将重新规划、整体优化提升，打造全新文化创意走廊

打造文创园区升级“网红水岸”
大沥镇举行社区消防站业
务技能大比武

消防健儿同场竞技
提升灭火救援能力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志恒通讯

员/关艳娟 范振华 翁旭雯）6月29

日上午，大沥镇举行第11届社区消

防站业务技能大比武活动（夏季

赛），42个社区、222名消防队员参

与大比武。

“这是一场全镇消防技能比武

的盛事，更是对全镇42个社区消防

站业务技能水平、身体素质和精神

风貌的一次全面检阅。”大沥镇党委

书记刘浩文表示。

现场，在百米赛道两侧，一群身

着短袖迷彩服的参赛选手一边做着

热身运动，一边互相给队友加油鼓

劲。“开始”口令响起，社区消防队

员们迅速提起两盘水带跑至终点

处放下水带，又立即转身扛起沙包

跑回起点处，整个过程大约 20

秒。据了解，本次大赛设物资运

输、两人五盘水带、皮卡微型消防

车机动泵注水操三个项目。当日参

赛的消防队员个个精神饱满、士气

高涨，竭力展现精湛技能，彰显消防

队伍的专业风采。

经过连场比拼，大镇社区获得

农村社区组第一名，雍雅社区获得

城市社区组第一名。

相较于过去每年一场的消防技

能大比武，今年最大的变化是增加

了大练兵的频次。据悉，大沥镇第

11届社区消防站业务技能比武将

分成夏季赛和秋季赛两场。今年8

月份还将面向全镇核心企业开展企

业微型消防站比武。今年大沥镇坚

决落实“消防大练兵常态化”工作，

并努力做到“日日有训练、月月有特

训、年年有大练兵”。

此外，目前大沥、盐步、黄岐

三支专职消防队已对全镇300多

家企业微型消防站队员进行轮

训，以提升他们的业务素质及初

期火灾的扑救能力，助力企业消

防站队员更好地备战比武和应对

消防实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