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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城事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 通

讯员/林丽婷 摄影报道）给妇女

创业创新一个家！11月13日

上午，南海区“融慧”巾帼创业

创新基地落户丹灶镇力合星

空·728创域，未来将通过搭建

“四位一体”融慧服务支持网

络，进一步拓宽女性创业创新

渠道，扶持女性创业项目，挖掘

创新型人才。

“融慧”基地
为女性双创事业护航

作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力合星空·728 创域自

2016年开园运营以来，致力构

建全要素、全链条、国际化的创

业孵化生态圈，成功孵化众多

优秀企业，其中不乏女性创业

的代表，具备了建立妇女双创

基地的条件。

“融慧”基地挂牌成立后，将

结合南海区妇联工作方针，建立

妇女双创公共服务平台，积极引

进高端创业团队及优秀人才，开

展系列品牌创业创新活动，搭建

成长支持、创业支持、家庭支持

及拓展支持的“四位一体”融慧

服务支持网络，为广大女性创业

者提供学习交流、培育扶持、创

业孵化、能力建设及投融资等多

元化服务。

“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女

性投身创业创新领域，希望通

过基地的落户，为广大女性搭

建一个创业创新平台，为其提

供各类支持和特色服务。”南

海区“融慧”巾帼创业创新基

地负责人、力合星空·728 创

域品牌运营部副部长何燕红

表示。

她还介绍，未来也将为广

大女性创业者提供包括工商注

册、人事招聘等基础服务，同时

提供共享会议室、共享实验室、

星空研究院、公共图书馆等硬

件设施支持，以基地为中心，辐

射到全镇女企业家、女性中高

管等群体，为她们的双创事业

保驾护航。

“妇女微家”
为企业提供柔性助力

力合星空·728创域“妇女

微家”也于当天同步揭牌成立。

“妇女微家”的成立，能将妇女服

务工作延伸到“最后一公里”，充

分发挥凝聚、培育、服务妇女群

众的功能和作用。未来，“妇女

微家”将为孵化器内广大女性搭

建宣传推广、展示风采、交流启

发和促进提升平台，为其提供个

人成长、事业发展、家庭关爱等

全方位、多元化服务和帮助，同

时也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柔性

助力。

“希望以巾帼双创基地揭

牌为新的起点，推动全镇女性

创业创新、助力妇女发展，共

同为丹灶建设高质量全面发

展标杆镇，共同为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贡献巾帼力量。”丹灶

镇党委副书记、镇妇联主席潘

燕梅表示，希望基地能够以阵

地为载体，以支持网络为保

障，不断探索推动妇女创业创

新的方式，结合乡村振兴、产

业振兴战略，充分发挥辐射带

动作用，以需求为导向，为想

创业、能创业、创成业的妇女

提供精准服务，让巾帼力量在

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丹灶产业

竞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邓雪梅 摄影报道）11月

11日上午，南海区救助站、南海

区未成年救助保护中心揭牌。

一站一中心的临时过渡场所均

设于丹灶镇罗行社区内，占地约

2400平方米，内设心理咨询室、

技能培训室、饭堂、活动室等功

能室，为南海区范围内的流浪乞

讨人员提供临时救助、托养、寻

亲及返乡服务，并承担未成年人

的管理、救助及托养服务。

当日，南海区委常委郭家新

一行走访查看了区救助站功能

场室，并了解相关防疫工作措

施。目前站内托养区域及未成

年保护区域共有床位64张，为

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居住场所。

南海区救助站除了严格把好“入

口关”，做好戴口罩、测体温、日

常消毒以及实行“一人一册”登

记管理等工作外，还对入站住宿

的求助人员全部进行核酸检测，

检测合格后才能离站。

“疫情期间，我们确保每时

每刻都有专人在岗。”南海区救

助站负责人介绍，该站日常救助

和疫情防控“两手抓”，全体人员

积极行动，实行封闭管理，为受

助人员和职工安全筑牢防护墙。

目前，南海区救助站为受助

对象提供人性化救助服务，让救

助工作更有温度。除了保障饮

食、住宿、衣着等基本需求之余，

还提供运动场室，关注受助对象

的身体健康情况。少数受助对

象存在消极情绪，工作人员会为

他们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郭家新提出，要密切关注各

类困难群众的身体状况和基本生

活情况，如遇到特殊情况第一时

间上报，立即按要求采取措施，确

保疫情防控高效响应、无缝衔接。

南海区救助站坚持警惕不

松劲、责任不减弱、服务不停步

的工作准则，为辖区内弱势群体

敞开“有温度、有热度”的大门，

助力守护好“城市安全线”。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 通

讯员/高绮华摄影报道）“如何讲

好丹灶故事？”11月11日上午，

丹灶文化研学系列培训班在镇

委党校开班，通过邀请专家教授

讲课、外出参观学习等形式，探

讨如何对丹灶文化进行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文化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城市发展动

能。

培训班第一课，主办方邀

请了乡伴文旅集团华南公司

副总裁韩进担任讲师，作《乡

村美学及乡村文旅发展模式》

专题分享。“乡村建筑、田园、

花海、栈道、特色民宿等都是

容易注意到的乡村美学要素，

但文化业态、服务业态等就经

常被忽略。”韩进从“用户眼中

的乡村美学”“乡村振兴逻辑

下的乡村文旅”等要点出发，

强调要从“游客视角”出发做

乡村文旅。

此外，韩进还结合非遗文

化、传统文化保存培育方式，建

议丹灶将特色竹编对标市场文

创产品进行特色化落地，形成具

有丹灶特色的文旅手信，“做好

乡村文旅就是因地制宜，提供特

色化环境和游客消费体验，不断

累计口碑和人气，成为游客心目

中的‘打卡点’。”

为期三天的培训班，将邀请

华南师范大学、肇庆学院等院校

教授进行授课，同时还将组织学

员前往广州永庆坊、南粤先贤馆

等地进行调研，邀请数字化营销

平台资深大咖现场授课，进一步

助力挖掘丹灶文化，讲好丹灶故

事。

丹灶镇党委委员付丽芳作

开班讲话，并对学员提出勉励，

希望众人肩负起丹灶历史文化

传播的重任，努力学习丹灶历史

文化的渊源和属地的特色文化，

同时善于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讲好丹

灶故事，不单是宣传、文旅部门

的事情，是每一位丹灶人的使

命，我们要利用好前人留下的宝

贵财富，以丹灶文化滋养灵魂，

以丹灶精神鼓舞人心，坚持从历

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

脉中开拓前进。”

丹灶镇宣传文体旅游办、镇

乡村振兴办、镇城建和水利办、

镇文化发展中心等部门及有为

创展、广仁旅游文化等镇属公司

相关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仙湖、

仙岗、西城、银河、良登、塱心、劳

边、南沙、东升、荷村等村（居），

及镇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等相关

工作人员参与培训班。

丹灶镇人大代表视察联沙大

道沙边牌坊路口，建议——

联沙大道增设
信号灯及斑马线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

讯员/黄颖欣）近日，丹灶镇人大代

表中心联络站牵头开展联沙大道沙

边牌坊路口交通安全问题调研活

动。人大代表们前往联沙大道沙边

牌坊路口视察，并开展座谈会共商

解决方案。

丹灶镇人大副主席、中心站副

站长刘家僚带领南沙、西联、东联、

上安、联沙等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

站长和有关代表，以及镇有关部门

负责人，并邀请有关专家前往联沙

大道沙边牌坊路口视察，发现道路

为双向四车道，供货车、轿车、摩托

车、行人等往来频繁，交通情况较为

复杂，行人过马路存在安全隐患。

“之前群众反馈，联沙大道车辆

杂乱，周边行人过马路存在安全隐

患，或者要走到前方掉头路口方可

通过。”丹灶镇人大代表、联沙社区

驻站代表陈健全收集群众反馈意见

后，在社区联络站开展人大代表活动

时提出有关建议，并引起了人大代表

们的重视。视察过程中，人大代表们

均表示解决此问题迫在眉睫。

随后的座谈会上，人大代表们

就此问题进行探讨解决方案。南海

公安分局交警大队科技设施室四级

警务技术主管魏功宏提出，“对该路

段实施石马拆除，设置路段式行人

过街交通信号灯，并增设停止线和

斑马线。”该方案一定程度上可解决

行人出行的安全隐患问题，得到人

大代表们一致认可。

刘家僚表示，希望交警中队积极

落实好此项方案，并与人大代表们及

时沟通交流，形成书面实施方案，进

一步推进此项工作开展，解决联沙片

区群众的安全出行问题。

丹灶镇人大代表讨论民生

实事议题，建议——

翰林水道建设
要融入本土特色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近日，

丹灶镇人大特色联络站创建第五组的

人大代表们齐聚劳边社区会议室，对

荷桂路拓宽工程、翰林水道建设等民

生实事议题展开讨论。

如今，丹灶镇翰林湖农业公园

成为广佛居民们出游踏青的首选，

每逢周末都聚集了众多游客到此打

卡，绿道骑行、秋日野餐、逛沙水村

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对此，丹灶计

划在翰林湖农业公园投入建设翰林

水道工程，游客可更深层次领略岭

南水乡的风光。

建设翰林水道应该如何布局？

丹灶镇人大特色联络站创建第五组

的人大代表们各抒己见。汇总与会

的人大代表们意见来看，均表示翰

林水道建设需结合沿线村居的特色

和风格，开拓出一条具有本土特色

的文旅路线，让游客了解村居的历

史文化和特色，进一步感受乡村振

兴的发展成果。

会上，人大代表们还对荷桂路

拓宽工程问题进行研讨。荷桂路南

起桂丹路劳边路口，北至横江城区，

全长约4公里。该路仅有双向两车

道，来往车辆较多，经常造成拥堵，

而近期部分重点项目相继落户荷桂

路沿线，道路拓宽建设势在必行。

“荷桂路、西基路的道路拓宽工

程要尽快落实。”丹灶镇人大代表特

色联络站创建第五组组长、劳边社

区联络站站长刘湛洪表示，有关道

路等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需提上日

程，缓解交通压力的同时，为后期经

济发展奠定基础。

南海区“融慧”巾帼创业创新基地落户丹灶

全方位服务 护航“她力量”

南海区救助站、南海区未成年救助保护中心临时过渡场所均设于丹灶

救助防疫两手抓 贴心服务暖人心

丹灶文化研学系列培训班开班

深挖历史文化 讲好丹灶故事

■南海区救助站、南海区未成年救助保护中心揭牌成立。

■南海区“融慧”

巾帼创业创新基

地落户丹灶镇力

合星空·728 创

域。

■学员们认真阅读资料，努力提升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