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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

琛 通讯员/徐用芬 摄影报道）

“今天的玉米排骨汤太香了！

我待会要把它喝完。”11月18

日，家住西联社区西杨经济社

的90岁长者杨棉，打开保温饭

盒后，热腾腾的饭菜香气扑鼻

而来，他将热汤倒入小碗中，

尝上一口，大赞美味。这样的

便利得益于社区开设的长者

饭堂。

长者吃饭不用愁
热乎饭菜送上门

“长者饭堂每日菜品不

同，蔬菜、鱼肉、猪肉等变换着

来，每天都有新口味。”杨棉与

妻子李自同住，每天的午餐由

西联社区长者饭堂包送，他们

仅需将前一天空饭盒与工作

人员置换，即可获得当日新鲜

热乎的可口饭菜。

没报餐长者饭堂之前，杨

棉每天要喝完早茶后前往市

场买菜，再杵着拐杖步行回

家，两公里的路程对于90多岁

的长者来说存在挑战，且隐藏

着安全隐患。“孩子们担心我

们出行和用电安全，听说社区

开设长者饭堂，就立即给我们

俩报名了。”杨棉说，长者福利

真的太好了，5块钱一餐有肉

有菜还有汤，省去了买菜做饭

的繁杂过程。

西联社区开设长者饭堂

至今已有4个月，为长者提供

周一至周六的午餐，深受长者

们的好评。该长者饭堂服务

社区内重点保障对象，并根据

实际情况把服务对象扩大至辖

区户籍70岁及以上老年人，建

立“社区、经济社、个人”分级分

类就餐补助机制，实行补助和适

度普惠相结合。

“如散居困难或孤寡老年

人，享受免费用餐；低保家庭

的80岁以上老年人以及重点

优抚对象中的80岁以上老年

人，个人只需负担每餐2元；70

岁及以上老年人，个人负担每

餐5元等。”西联社区党委书记

徐世光介绍，西联社区经半年

时间筹备，多方探讨、研究、制

定方案，与镇内餐饮企业合

作，开设长者饭堂，有效保障

社区老年人就餐需求，进一步

提升老年人幸福感、获得感和

安全感。

菜谱营养健康美味
每日抽检食品

据悉，“长者饭堂”委托第

三方餐饮公司作为配餐中心，

经过多次走访考察、多方对

比，建立安全可靠的餐食供应

和配送服务链。其中，每日菜

谱制定以专业营养、健康、美

味的角度考虑，饭菜以软糯、

清淡为主，搭配富含膳食纤维

的食物、汤水，以达到老年人

餐饮营养均衡的目的。

“长者饭堂的饭菜清淡可

口，特别适合‘挑食’的我。”88

岁独居长者李联身患风湿和

眼疾，按照医嘱需要每日清淡

饮食，切忌油炸、高油盐的食

物。“自己做饭都是清蒸蔬菜

搭配白饭，用酱油适当调味。”

李联说，现在天天都能够吃到

两素一荤的新鲜饭菜，还有热

汤喝，真是方便实惠多了！

值得一提的是，西联社区

为加强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和

监督，安排工作人员每日定时

抽检食品样本，确保饮食卫生

安全和供餐服务质量。

西联社区积极探索“党

建+民生”工作机制，以“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贯穿全

程，真正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转化成为民办实事的实际行

动，通过长者饭堂服务纳入基

层治理工作完善居家养老服

务，及时了解长者所需并提供

帮助，用实际行动让老人感受

到“老有所养”的暖心关怀。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张磊 摄影报道）11月19

日，丹灶镇召开氢能企业座谈

会。丹灶镇委副书记、镇长何敏

仪与氢能企业相关负责人畅谈

氢能产业发展趋势，集思广益共

谋发展，助推氢能产业进入发展

快车道。

会上，氢能企业相关负责

人、骨干代表纷纷表示对丹灶氢

能产业发展充满信心，并对存

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其中关于

人才引进、服务配套、政策支持

等方面是会议中频频出现的关

键词。

广东环华氢能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邓亮表示，科技型企业

对人才需求量大，希望丹灶推进

相关配套服务和学位供给的支

持，加强对引进人才的人文关

怀，使之招得来、留得住。广东

爱德曼氢能源装备有限公司总

经理向涛提出，政府可链接高校

资源，深化校企合作，为企业输

送专业性技术人才。

氢能企业代表们对氢能产

业发展提出了各自想法。向涛

指出，南海是佛山氢能产业最为

集聚的区域，丹灶作为高端氢能

产业集聚地、先进氢能社会示范

区，具有产业基础优势，希望丹

灶加快建设制氢端和储运端的

基础设施整合规划，进一步完善

氢能产业配套，推动氢能产业加

速发展。

华南新能源汽车产业促进

中心总监刘洋提出，希望以数字

化转型为契机，政企共同推动丹

灶镇氢能制造数字化发展。同

时，丹灶要多支持氢能企业参与

团体标准建设，扩大丹灶氢能企

业在行业的影响力；利用氢能大

会的全国影响力，与行业优秀的

氢能企业建立良好互动机制，吸

引氢能企业了解丹灶、关注丹灶。

在交流过程中，企业代表抛

出的“企业抱团发展”理念，得到

与会人员的认同和支持。下一

步，丹灶氢能企业将积极探索“抱

团发展”新模式，促进资源合理配

置和高效流动，加快氢能领域技

术、人才、市场等优势资源集聚，

促进行业进入发展快车道。

接下来，丹灶将充分发挥佛

山仙湖实验室作用，建立产学研

衔接机制，满足氢能企业研发需

求，着力打造氢能国际会展中

心，加快博爱路西延线、季华路

西延线等向东的交通路网建设

提升，推动氢能产业实现跨越式

发展，为争做大湾区新兴产业集

聚发展标杆镇不断努力。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

通讯员/徐永森）11月 19日上

午，丹灶镇召开 2021 年度根

治欠薪冬季攻坚专项行动工

作会议。会议传达了国务院、

省、市、区关于开展2021年度

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精神，

对接下来全镇根治欠薪工作

有关事项作出工作部署。

会议指出，要通过加强组

织领导落实责任、广泛宣传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强化欠薪隐患排查化解、加大

监控和打击力度、提前开展根

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等方面

着手，稳步推进、全面压实做

好2021年根治欠薪工作。

会议对 2021 年度根治欠

薪冬季攻坚行动作出部署，要

求切实把上级关于专项行动

精神贯彻落实到位，确保扎

实做好全镇2022春节前保障

农民工资支付工作。会议还

通报了今年全镇根治欠薪的

总体情况，强调各单位要加

强部门配合，严格落实责任，

建立健全工作台账，实施掌

握欠薪企业、欠薪人数、欠薪

金额，坚决做到欠薪问题不

解决不销账。

会议强调，各村居、园区

要积极配合行动，重点检查租

场地、租厂房、租设备等“三租

企业”，发现企业存在搬迁、关

停苗头及时了解情况，形成台

账进行上报；住建、工地、交

通、水利等主管行业部门要对

在建工地项目进行全面摸查，

对工程项目清单、工程项目工

人工资支付情况、在建工程实

名制和工人工资分账制度管

理情况、工人工资保障金落实

情况、工程项目审批情况、工

程的资金监管情况、在建工程

承包情况、施工前“八个必要”

落实情况等内容进行系统化

摸查梳理。

会议还指出，专项行动将

通过联动多个职能部门开展，

对全镇存在风险隐患行业、工

程项目开展检查，一经发现问

题，按“谁主管谁负责”“谁审

批谁负责”原则，发出责令整

改通知，跟踪督促整改进度，

建立工作台账，确保完成农民

工工资欠薪存在问题、其他核

实欠薪问题全部办结，实现动

态清零的工作目标，确保全镇

劳资关系和谐稳定。

“对待根治欠薪工作，要

引起高度重视，提高思想认

识，提高政治站位，保证实现

‘清零’目标。”丹灶镇副镇长

李终胜表示，各村居、各部门

推进根治欠薪工作要做到“讲

细节”，提前深入了解情况，排

查潜在风险隐患，发现问题及

时与上级沟通反馈，避免工作

流于形式，形成畅通的信息报

送机制，同时针对住建、交通、

水利等重点领域，各职能部门

要强化联动，形成合力，通过

督察督办，推动全镇所有欠薪

案件快速解决。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

琛 通讯员/李婉婷 摄影报道）

11 月 23 日，丹灶镇开展冬令

救济送温暖活动，各个村（社

区）分批次为区域内困难群众

送上暖心物资，为低保困难家

庭送去一片温暖。

“彩姨，天气变冷了，要注

意多保暖。”当天，丹灶镇党委

副书记梁耀智、罗行社区党委

书记杜瑞泉带领直联团队前

往罗行社区 3 户困难群众家

中，送上热水壶、保温壶、羽绒

被和被套等暖冬物资，与他们

进行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

的生活情况。

梁耀智将暖冬物资递交

到彩姨手中，叮嘱其注意个人

保暖。75岁的彩姨独自居住

在简陋的平房内，膝下无儿女

照顾，仅靠供养金资助，日常

也会做简单手工活维持开

销。“做手工时要注意安全，平

时也要注意用电安全。”梁耀

智叮嘱彩姨做手工连接电源

时，切勿乱拉乱搭、用完立即

断电等，避免安全隐患问题。

随后，梁耀智一行人前往

爱姐家中，为其送上暖冬物

资。48岁的爱姐患有一级精

神残疾，与81岁的母亲同住在

简陋的房屋内，两人均属于低

保对象，生活比较拮据。“生活

方面有什么需求及时向社区反

映，工作人员会提供解决方案，

及时解决难题。”梁耀智鼓励她

们要勇于面对暂时的困难，树

立生活信心。对此，困难家庭

深表感动，并感谢政府对她们

的关心，让她们倍感温暖。

丹灶镇深入贯彻落实“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组

织各村（社区）逐步推进冬令

救济送温暖活动，为镇内有需

要关爱的困难群体提供及时

的温暖，并倾听群众心声，用

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让群众感受在寒

冬中感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浓

浓暖意。

丹灶镇召开氢能企业座谈会，集思广益谋发展

企业期待链接高校资源
解人才之渴

丹灶开展根治欠薪冬季攻坚专项行动

强化欠薪隐患排查
确保劳资关系和谐

丹灶西联社区开设长者饭堂服务，建立分级分类就餐补助机制

5块钱一餐 有肉有菜还有汤 丹灶开展冬令救济送温暖活动

贴心暖冬物资
温暖困难群众

■梁耀智（中）与老人交谈，了解家庭生活情况。

■会上，大家对丹灶氢能产业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

■西联社区幸福院工作人员为长者送上午餐。 ■老人吃着热腾腾的饭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