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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新闻

8月 29日，南海区召开城市形

态提升暨重点出入门户周边环境提升

工作会议，旨在以南海区城市出入口

门户周边、高快速路沿线、高铁沿线

等重点地段的整体提升为抓手。

城市形态提升

民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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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卡
经过近半年严格筛选，8月 30

日，南海人才分类认定首批 2996

人名单出炉，并分成七类享区政府

生活津贴、安居扶持等惠才政策，

以及获一张“人才卡”专享金融、

交通、生活等十大人才福利。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刘永亮

民宿建设
南海出台《佛山市南海区文

化体育局民宿建设扶持办法》，未

来三年南海将每年投入 500 万元专

项资金，扶持民宿建设发展和评级

奖励。

根据广东省发改委《广东省发

展改革委关于取消临时接电费的通

知》（粤发改价格[2017]6401号）规定，

从2017年 12月 1日起，临时用电的

电力用户不再缴纳临时接电费；对已

缴纳临时接电费的客户进行退费。

取消临时接电费

9 月 6日，自然资源部会同有

关部委、组织专家，在北京对佛山

市南海区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出租、抵押二级市场试点工作进行

了部级验收。验收工作组认为，南

海此次土地二级市场试点工作进展

顺利，达到预期目标，同意通过验收。

土地二级市场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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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大沥有个沥苑社区，沥苑社区有个热心的洁姐，这已经成为许多社区居民包括新市民的“常识”了。一头柔顺发亮的长发，一件印着

南海义工字样的 T 恤，一个双肩包……这并不是花季女孩“限定款”，它也是年过七旬的钟洁莹日常的装束。军人有“退伍不褪色”，对于老党

员钟洁莹来说，则是“退休还发热”。在她身上，我们能看到这样奇妙的化学反应：一点固执，很多热情，加上满溢的爱，让她一年如一日、两

年如一日、十年如一日地，煲爱心靓汤、帮群众解决生活问题、带动男女老少一起做公益……

“这里容易找吗？前面就是广
佛路，往那边向东就是去广州，
另一边就是去佛山……”采访当
天见到记者时，钟洁莹先是关心
地询问，后又熟稔地介绍起来，
看得出这是她多年来做志愿者修
炼的“功力”。

“洁姐的汤，我要多喝两碗！”
在教师节前夕，钟洁莹带着沥城
公园志愿 V 站的义工们，煲了祛
湿的爱心靓汤， 探访了辖区内约
十户退休教师并送上礼物和慰问。
“最近呢，天气比较干燥，我们

用了莲子、百合，还有超市买的
上好的猪肉，给他们煲汤，也就
是一点心意吧。”在服务中心专
门用于煲汤的厨房里，钟洁莹清
点着冰箱里的食材，如数家珍地
介绍它们的功用。

从 2010 年开始，由热心居民
组成的爱心义工队，定期煲汤送给
有需要的老人。而钟洁莹正是熬制
出第一锅“爱心靓汤”的大厨，这
个事情一干就是 8 年，社区里几乎
每位长者都喝过钟洁莹的靓汤。

如今，“爱心靓汤”这个项目，

在沥苑社区已经成为一项恒常的
服务，每个月至少有两三次，面
向的是社区内子女不在身边、患
病不便或独居的老人。而爱心靓
汤也在她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
“印记”：2015 年重阳节，社区
举办活动，钟洁莹在提着煲好的
汤赶往活动现场时，不慎被烫伤。
到现在，烫伤的皮肤还会不时发
热发痒。但钟洁莹只休息了一个
多月，又开始忙活了。这也成为
她退休后，唯一“休假”的一个
多月。

社区长者都喝过她的爱心靓汤

党员是党的肌体细胞，党的肌
体健康取决于每一位党员的言行举
止。作为一名老党员，钟洁莹积极
参与志愿服务，让党员身份亮起来。

钟洁莹在社区里耳听八方、眼
观六路，她说自己可以算是居民和
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连接纽带”。
“大家都是街坊嘛，平时见面说说
笑笑，他们信任我，就会跟我说一
些烦心事啦，家里的一些纠纷啦，
或者是一些附近的治安问题。我收
集到这些信息，就反映给治安队或
者其他可以解决问题的部门。

在沥苑社区服务中心，记者注
意到，不管是工作人员、来帮忙的

义工还是来活动的爷爷奶奶们，对
钟洁莹的称呼都出乎意料的一致：

“洁姐”。“洁姐，买餸未？”“洁姐，
今日打不打乒乓球？”对这些问候，
钟洁莹都乐呵呵地照单全收，对老
人家还要例行关心地嘱咐几句。

跟老人家处得好不奇怪，能跟
年轻人打成一片，钟洁莹自有她的
魅力。作为沥苑社区兼职党委委员，
每逢周二直联日，她就会出现在社
区居委会，收集群众的意见并向相
关部门反映。日前，她还作为镇上
派去区里参会学习的党员代表，跟
大沥镇一众党员骨干分享了学习心
得，这份活力让年轻人都甘拜下风。

“这是我探访老党员志愿者，
送爱心靓汤给长者，还有参加区小
品创作大赛的照片。”钟洁莹指着
自己的照片一一介绍。有一抹红色
始终出现在这些不同的场景里，那
就是钟洁莹和其他党员志愿者身上
穿的红色马甲。当他们将印着“沥
苑社区党员志愿者——为人民服务”
字样的马甲披挂上身时，鲜红的马
甲就像一团火，点燃了党员的主动
性、积极性，也成为群众眼中的一
面旗帜。从社区延伸到大沥镇，就
是这样，通过服务打开了党建工作
新格局。

据统计，南海区当前的党员志愿
服务队已超 1000 支，在册登记党员
志愿者超 3.6 万人，带动全区 29 万
名志愿者，年均服务群众超 100 万人
次。通过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促

使群众志愿服务意识大幅提升。而在
沥苑社区，自从钟洁莹于 2014 年成
为沥城公园志愿 v 站站长后，通过她
的辐射带动作用，目前，常年参加服
务的义工也超过了 100 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钟洁莹
以党员形象树榜样，以春风化雨、
热情似火的志愿服务干劲，带动了
周边居民及新市民投身于志愿服务
队伍。她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是践行出来的”这句话真
实的含义。

一个合格党员，离不开长期的
淬炼，更需要一生的坚守。七旬老
党员钟洁莹，面对“淬炼”和“坚
守”这两项要求，做到了无愧于心，
更把这份热情，播撒向了自己脚下
的一片热土。

志愿服务让党员身份亮起来

“红马甲”成社区靓丽风景线

钟洁莹

钟洁莹人称“洁姐”，

现年 70 岁，1986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退休以

来一直致力于公益慈

善事业，是大沥镇志愿

服务领域的突出代表。

曾被评为 2014 年“大

沥记忆”十大感动人

物、2016 年南海好人、

2017 年度“南海区最

美志愿者”等奖项，

更获国家卫生部颁发

的“无偿献血奉献奖”

铜奖。

人物
档案

退休不退岗 担当献余热
七旬党员志愿服务者钟洁莹把爱心靓汤做成社区品牌

■教师节前夕，
钟洁莹（右二）
带着沥城公园志
愿 V 站的义工，
给辖区内的退休
教师送上爱心靓
汤。（受访者供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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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表彰
9月 3日，南海区召开2018年

教师节座谈会，对过去一年表现优秀

的教师、团体和学校进行表彰。市委

常委、南海区委书记黄志豪表示，未

来南海将把更多心思放在教育、放在

教师，同时寄望南海教师把心思放在

学生身上，齐心协力办好南海教育，

共同实现传承品质、成就品牌。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进入单位清

查阶段。按照统一部署，南海区普查人

员将于9月开始上门清查，至11月结

束。请普查对象提前准备好营业执照等

相关证照。清查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名称、

地址、联系电话、主要业务活动等单

位基本属性信息及从业人员数。

经济普查

9 月 27 日，南海召开全区组

织工作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按照

全国、全省、全市组织工作会议的

部署要求，研究推进新时代南海区

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

基层党建

9月 26日，南海区污染防治攻

坚战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区长顾耀

辉会上强调，各部门、各镇街需切

实抓好“三个知”与“四个强化”，

推进水、气环境治理工作。南海还

将设立总金额达6000万元的环保扶

持奖励专项资金，鼓励创新环保治

理新模式。

环保治理

9 月 27日，在“传承品质 成

就品牌”——南海区名医暨 2018最

美南海医家人医家亲命名大会上，

南海区发布了“党建引领，一呼百

应”——健康南海品牌提升计划，旨

在强化党建对医疗卫生工作的引领

地位，促进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全面

提升。

健康南海

佛山首条“潮汐车道”——南海

大道-海五路口西进口“潮汐车道”9

月12日正式启用。“潮汐车道”运行时

间为工作日的早高峰7:00至9:00，行驶

方向临时变更为西往东，全长约400米。

“潮汐车道”

新兵入伍
9 月 13 日，南海区 2018 年迎

老兵暨欢送新兵大会在区国防教育

基地举行。自2018年征兵工作开展

以来，全区共有 12039 名适龄青年

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应征。后

经初筛、体格检查以及政治考核，

433名“双合格”青年被确定入伍，

人数与去年大致持平。纪委全会
8月 31日，南海区第十三届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

强调要以新担当新作为新成效为南海

助推佛山走在全省地级市最前面和广

东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

“两个重要窗口”提供坚强纪律保证。

第四届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

作联席会议粤菜师傅培训班项目

15 日在南海启动，来自粤桂黔高

铁经济带沿线 13 个城市的 100 名

学员将接受两个月的系统培训，以

掌握粤菜烹饪技艺，增强就业能力，

推动沿线乡村振兴，同时将岭南美

食文化向沿线传播。

粤桂黔合作

中秋节当日，西樵镇松塘村延

续了数百年的传统民俗活动“烧番

塔”再次上演。中央电视台中文国

际频道《传奇中国节·中秋》栏目

组走进松塘翰林古村，直播了这一

年一度的民俗活动“烧番塔”。

烧番塔

9月 22日，南海举行“绿色出

行，从身边做起”——2018 年南海

区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暨

公交出行宣传周体验日活动。第九

届南海区星级驾驶员也在当日揭晓，

460名公交车、出租车驾驶员获评星

级驾驶员，其中五星级驾驶员8名。

星级驾驶员

文 / 珠江时报记者 罗炽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