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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

燕 通讯员/林玉莲）11月 15日

下午，陕西省民政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郭惠敏带队到狮山

镇罗湖社区幸福院参观调研，

点赞罗湖社区的养老服务工

作成效。

当天下午，郭惠敏等一行

22 人在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

聂元松、佛山市民政局副局长

梁靖伟等的陪同下，首先参观

了罗湖社区幸福院的整体阵

地建设情况。据介绍，罗湖社

区幸福院共有5层楼，设有康

复院、图书室、舞蹈室、棋牌

室、休息室、品茶空间、多功能

媒体室、心理辅导室等功能场

室和适老化设施，以及楼顶由

长者、党员志愿者等共同管理

的“开心农场”。郭惠敏等人

对社区提供完善、高质量养老

阵地的做法点赞。

随后，一行人近距离观察

了罗湖社区长者饭堂配餐中心

烹煮和出餐的过程，深入了解

长者饭堂的服务对象、服务范

围、餐饮标准、就餐人数等情

况，并就罗湖社区长者的文体

娱乐活动、老年健康服务、特殊

长者跟进情况、家庭病床建设

等方面进行调研，肯定了罗湖

社区的养老服务工作成效。

狮山镇罗湖社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罗湖社区发挥幸福

院阵地作用，联动社区内党群

服务站、邻里中心等多方力

量，以“邻里节·耆英嘉年华”

“耆英会·长者学堂”“家床试点

推进”等服务形式，积极为长者

提供服务，创建和谐共融型的

老年友好社区，营造了浓厚的

“尊老”“爱老”“敬老”社会氛

围。近年来，罗湖社区通过创

新社区管理，提供高质量长者

服务，曾获得“全国社会工作服

务示范社区”“广东省‘六好’平

安和谐社区”等荣誉称号。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右

通讯员/刘莎）11月15日，狮山镇

联星社区“最美房前屋后”出租屋

环评大赛落下帷幕，3栋出租屋获

评“最美房前屋后出租屋”并被授

予相应字样门牌，3户房东及租客

分别获得相应的奖金奖励。

提升住户卫生环保意识
出租屋环评大赛是由狮山

镇公共服务办主导举办，联合联

星社区邻里中心，结合联星社区

关注的出租屋环境卫生重点问

题，通过“社区微创投”开展的活

动。其目的是通过党建引领社

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构建

公共精神，支持社区打造特色服

务品牌。本次活动由联星社区

党委引领邻里中心执行，希望通

过活动提升出租屋住户卫生环

保意识，减少社区内乱扔垃圾等

现象。

本次活动必须由房东和租

客共同组成一个团队参赛。活

动伊始，在狮山镇公共服务办指

导下，联星社区动员社区所有经

济社妇女委员会进行广泛宣传

和组织报名，获得广大出租屋业

主和住户的支持。

活动评选规则秉承“房前屋

后整洁干净”这个总体原则，评

选内容包括房前屋后是否堆放

杂物、有没有垃圾、有没有牛皮

癣等。评分标准细化至杂物或

垃圾数量，如垃圾达到3件或以

上则该环节分数全扣，1~2件垃

圾则扣2分，没有垃圾则得4分。

联星社区社会组织——联

星邻里中心负责该活动的巡查

打分工作。11月11日至15日，

联星邻里中心工作人员每日不

定期对参赛出租屋进行现场巡

查、打分，最终评选出3组获奖参

赛组，并为其颁奖和授牌。

助力创建熟人社区
“作为房东，我不仅每周请

人打扫楼道等公共空间的卫生，

自己也会每天打扫房前屋后，并

经常提醒租客不要乱丢垃圾。”

联星社区南房经济社一出租屋

房东卢洁贞拿到“最美房前屋后

出租屋”门牌后，当即挂在一楼

大门边上。她说，做职业房东十

几年以来，她一直都很注重维护

出租屋的干净整洁。

“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能

教育孩子注意维护环境卫生，

因此房东一邀请我参赛，我就

答应了。”联星社区南房经济社

某出租屋住户苏巧凤说，虽然

自己只是租客，但既然住在这

里，就有义务和房东一起搞好

周边环境卫生，“好的环境卫生

不仅让人住得舒服，更有助于

身心健康，参赛就是为了更好

地搞好环境卫生，赢了还能获

得奖金和荣誉，何乐而不为？”

记者了解到，“党建引领社

区社会组织发展支援体系建设

项目”是狮山镇公共服务办为

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力当前

“创建熟人社区”行动的有力举

措。目前，该办选取了塘中社

区、联星社区、吴屋村3个试点

村（社区）进行深度的本土化探

索。其中，该项目选取联星社

区作为村改居社区试点，就是

希望通过发挥联星邻里中心

“社区服务好帮手”的作用，更

好地提升该社区社会组织的能

动性和服务能力，提升他们的

参与程度，在助力本社区全面

发展的同时，助力狮山镇创建

熟人社区，也能给其他社区提

供卓有成效的经验探索。未

来，支援体系项目将持续为狮

山的创熟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实

务支持和资源支持。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

双减政策下，校内课外素质拓

展课后服务如何开展？近日，

狮山镇教育发展中心向社会公

开征集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素质拓展课

后服务。按照要求，服务机构

在体育、音乐、美术、书法、科

学、语言艺术与表演等项目中，

需具有特色创意或有较高影响

力的优质特色课程。

服务内容
包含五大类型

今年10月，南海出台了《关

于南海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下

午校内课后服务收费标准（试

行）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

规范全区校内课后服务收费。

课后服务以内部供给为主，购

买服务为补充，坚持学生和家

长自愿的原则。为满足学生的

个性化、多样化需求，学校引入

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科技、体

育、音乐、劳技等素质拓展课后

服务，最高限价为每个学生每

学时40元。

按照相关方案，狮山镇引

入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素质

拓展服务的时间为学生正常上

课日下午放学后，地点在各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校内，服务内

容主要有五大类型，包括音乐

类（歌唱、器乐、语言艺术、戏曲

戏剧、舞蹈等）、体育类（各种体

育项目、棋艺等）、美术类（绘

画、雕塑、摄影、手工等）、科技

创新类（STEAM教育、科普、信

息技术、创客等）以及其他类

（传统文化、非遗项目、劳动实

践等）。

服务机构
须具备相应资质

在资质要求方面，第三方

服务机构需依法取得营业执照

或办学许可证的社会机构。机

构在报名时须明确有资质和实

力服务的具体培训课程项目名

称。机构所聘请的专业人员中，

需具有一定数量和相应资质的

体育、音乐、书法、语言艺术与表

演等项目的专业培训人员（聘请

专业人员与机构经营范围相对

应），能承担面向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学生相应的培训和辅导活

动。同时在体育、音乐、美术、书

法、科学、语言艺术与表演等项

目中，具有特色创意或有较高影

响力的优质特色课程，能针对学

校的服务规模，开发并提供相应

的校内课后服务方案，最终由学

校和家长代表遴选具体的机构

和素质拓展项目。

按照规定，机构与学校签

订服务协议后，不得转包给第

三方。如出现违法违规、一票

否决等情况，将从狮山镇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校内课后素质拓

展服务机构“白名单”中除名，

不得再次申请。开展素质拓展

服务的收费，不得由校外培训

机构收取，且收费标准应不高

于本区域青少宫同类课程收费

标准。如在执行期间国家、省、

市、区有发布校外培训机构有

关规定及收费标准的，则按上

级最新规定实施。

珠江时报讯（记者/谢轲）11

月16日上午，南海区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联合桂城街道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大沥镇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和里水镇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组成多个检查组，对狮

山镇罗村100名退役军人以上

的退役军人服务站开展星级示

范创建现场验收工作。

此次验收以“交叉互检”的

方式进行，各检查小组分别查

看相关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的场地政治文化建设和退役

军人荣誉墙上墙情况等，并查

阅创建台账资料。针对项目

资料的归档，检查组提出问

题，给出建议，进行了思想对

碰和深入交流。

检查组对罗村各社区申报

“五星级”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创

建工作给予了肯定，特别是罗

湖和状元社区作为“五星级”创

建的示范点，起到了很好的模

范作用。南海区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社区退

役军人服务站首先要做好政治

文化建设的硬件要求，并落实

做好“四尊崇、五关爱、六必访”

的宣传工作。

通过本次现场验收工作，

罗村各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明

确了完善工作的方向，下阶段

将落实做好场所政治文化建设

工作，继续完善相关创建台账

资料，查漏补缺，持续更新。同

时，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增强服

务站的凝聚力，提升退役军人

对服务站工作的满意度。

狮山拟开展
素质拓展课后服务

公开征集具备优质特色课程的第三方服务机构

狮山罗村100名退役军人以上社区退役军人服

务站接受星级示范创建现场验收

打造“五星级”
退役军人服务站

陕西省民政厅副厅长郭惠敏带队到狮山镇罗湖社区调研

罗湖社区养老服务经验获点赞

狮山镇联星社区“最美房前屋后”出租屋环评大赛落幕

3栋出租屋获评
“最美房前屋后出租屋”

珠江时报讯（记者/

谢轲）11月16日下午，南

海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组成慰问组，对罗湖社区

90岁以上退役军人分别

进行探访慰问。

逵伯现已百岁高龄，

是一名抗战老兵和抗美

援朝老兵，目前因身体原

因，仍需住院治疗。因

此，慰问组邀请其家属前

往狮山镇罗村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谈心，了解逵伯

的近况，并告诉他们，如

有困难可及时向社区退

役军人服务站反映。逵

伯家属对南海区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的关心和问

候表示衷心感谢。

此后，慰问组一行人

带着慰问品先后前往荣

伯和坤伯家中，与两位

90 岁退役军人亲切交

谈，共忆峥嵘岁月。慰问

组详细询问两位老兵的

身体状况和生活近况，同

时叮嘱他们要保重身体，

保持乐观心态。此外，感

谢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

为祖国做出的贡献，并表

示会尽心尽力帮助他们

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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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慰问90岁以上退役军人

▲罗湖社区党

委书记黄黎意

（左一）向陕西

省民政厅副厅

长郭惠敏（左

二）介绍开心农

场的情况。

通讯员供图

▲调研组了解罗湖社区

的服务阵地图。

通讯员供图

■获颁“最美房前屋后出租屋”门牌后，房东欣喜地将其挂在大门上。

通讯员供图

■“最美房前屋后出租屋”周边环境干净整洁。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