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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最有爱的一天”
与最可
“爱”
的人喜结连理

流动采样队开进高校

狮山 65 对新人
“抢点”领证

狮山为万余名学生核酸采样，
保障教学活动有序开展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右
实习生/魏秋怡 通讯员/丁嘉惠
陈蕾）扫码、信息登记、采样……
19 日至 20 日，狮山镇卫生健康
办公室连续安排流动采样队进
入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和广东轻
工职业技术学院，
共为约 13500
名市外返佛学生开展核酸检测
采样，
保障学校顺利开学。

采样区设 7 个卡位

■浪漫的节点，
幸福的起点，
志愿者为新人拍下美好瞬间。

珠 江 时 报 讯（记 者/梁 凤 兴
通讯员/李沧明）
“每年 2 月 14 日、
5 月 20 日都会引来结婚登记热
潮，而今年又多了一个与“爱”有
关的好日子——2022 年 2 月 22
日。这一天不单是在年月日中含
有许多个
“2”
,同时也是星期二以
及农历正月廿二，因“二”与“爱”
谐音，
有网友更称当天为
“最有爱
的一天”
。这一天，
狮山结婚预约
火爆，
有 65 对新人
“抢点”
登记领
证结婚。

拍 Vlog 纪念美好
上午 8 时 30 分，天气虽然寒
冷，来自南海区人民医院的医护
人员丘先生和李小姐却早早到达
狮山婚姻登记处，成为当天首对
登记的新人。因为怕登记人多，

■工作人员送上雨伞等礼品，
希望新人共御风雨、
共谋幸福。

通讯员供图

两人特意提前半小时到达登记处
理，非常有意义。为了记录这一
群众需求，确保工作安全有序
做好准备。完成登记后，两人还
天 ，他 们 还 拿 出 自 拍 杆 拍 摄
运行。其中，在人员安排方面，
热情地为其他登记新人拍照留
狮山镇行政服务中心临时增派
Vlog纪念。
念。丘先生和李小姐同是南海区
了 10 名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
人民医院的护士，也是同一科
婚姻登记
“全市通办” 社工现场协助婚姻登记工作。
室。在无数个共同奋战的日子
2 月 22 日 是 浪 漫 的 节 点 ，
据狮山镇行政服务中心有
里，
他们结缘走到一起，
并且相互
也是幸福的起点。狮山是个充
关人员介绍，今年的 2 月 22 日
支持，
共同进步。
满浪漫的城市。在镇行政服务
受到新人热捧，平日里的 25 个
9 时 30 分，家住狮山罗村片
中心的精心准备下，当天每对
婚 姻 登 记 预 约 号 一 下 被“ 抢
区的市民陈小姐和他的爱人一
前来登记的新人都收获了一份
光”，预约号“翻倍”后，仍供不应
起拿着“红本本”，在社工的帮助
求，遂持续加号，当天有 65 对新 “限定”浪漫，新人们不仅获得
下，拍下了领证后第一张合照。 人进行登记。
鲜花，还有雨伞、钥匙扣等小礼
他们深情相视，幸福的笑容洋溢
在上级民政部门的指导下， 品，寓意新人们永结同心、风雨
在脸上。
“ 从早上 8 时到晚上 9
同路。
狮山镇行政服务中心深入践行
时，我们在网上抢预约号抢了一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
据 介 绍 ，佛 山 全 市 已 实 施
念，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增配人
天，所幸最终还是抢到了。”回想
婚姻登记业务“全市通办”，新
手，午间延时服务，提前预审材
起抢号的过程，陈小姐的喜悦之
人任意一方为佛山户籍的，
可在
料等方式，
在保障疫情防控安
情溢于言表，她说，在“最有爱的
全市五区任何一家区级婚姻登记
全前提下，满足当天现场办事
一天”与最可“爱”的人喜结连
机关办理婚姻登记业务。

“请同学们佩戴好口罩，测
体温，
然后出示返校码、
粤康码和
行程卡。
”
在校门口，
师生志愿者
们逐一检查入校学生相关二维
码，
并告知学生按要求前往C3教
学楼（新明珠楼）进行核酸采样。
现场可见，
采样点清晰划分
了等候区、登记区和采样区等区
域，
各区域都有学生志愿者进行
排队引导、秩序维持。其中，登
记区设有 4 个卡位，采样区设 7
个卡位。
学生以 10 人为一组进行混
合采样。尽管天气湿冷，
但在医
护人员、师生志愿者和广大学生
的紧密配合下，采样工作快速、
高效地进行着。约 3 小时，共有
2000 多名学生顺利完成核酸检
测采样。
“我们每天派出 12 名医护
人员到现场开展采样工作，
同时
学校安排了 28 名学生志愿者进
行协助。”狮山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沙坑社区卫生服务站站长

邹俊杰介绍。
“整个流程都有志愿者现场
指引，
只要排队几分钟就可以完
成采样，
非常高效！
”
佛山科学技
术学院交通与土木建筑学院大
一学生毛慧意为现场的医护人
员和志愿者们点赞。

陆续开展专场服务
据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仙溪
校区工作人员介绍，
为确保师生
顺利返校、学校顺利开学，该校
区制定了完善的疫情防控各项
预案。自 2 月 4 日起，该校区全
校师生进行返校前的健康监
测，
建立涉中高风险地区相关台
账，
一对一跟进暂不返校学生情
况并为有需要学生提供心理辅
导。2 月 17 日，
该校区开展疫情
防控演练。2 月 19 日至 20 日，
对约 5500 名市外返佛学生进行
核酸检测采样。开学后，
将加强
校门管理，做好健康管理，落实
晨午晚检制度，
全面确保全校师
生平安返校，
安心开启新学期。
记者从狮山镇卫生健康办
公室了解到，19 日至 20 日两天
共服务约 13500 名市外返佛的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和广东轻工
职业技术学院师生。接下来，
继
续加强与南海大学城各高校的
沟通，
根据各高校的需求陆续开
展专场核酸检测采样服务，保障
各高校在安全健康的氛围中有
序开展教学活动。

狮山颜峰社区开展年花年桔回收处置工作

回收年花年桔 扮靓社区环境
珠 江 时 报 讯（记 者/李 福 云
通 讯 员/杨 韵 怡)“ 为 社 区 点 赞！
年花年桔被回收后，一改往年随
意丢弃现象，
环境不仅干净整洁，
也减轻了我们的工作压力。
”
2月
22 日，
狮山镇颜峰社区不少环卫
工人提起该社区开展的年花年桔
回收处置工作，不禁竖起大拇指
点赞。
春节后是年花年桔丢弃废
弃的高峰期，
为妥善解决年花年
桔 等“ 时 令 垃 圾 ”随 意 丢 弃 问
题，降低年后环卫工人工作压
力，积极营造干净整洁的社区
环境，自 2 月 19 日起，狮山镇颜
峰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员模范
带头作用，开展年花年桔回收
处置工作，召集党员志愿者、退
役军人、村民代表等人员参与，
对整个社区的年花年桔进行回
收，
维护社区环境。
线上线下宣传、设置废弃年
花年桔收集点……经过一段时
间的动员，各经济社成员、党员、
志愿者积极参与。除了广泛宣

■志愿者冒雨回收年花年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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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提前统筹，
颜峰社区党委还在
到达集中点，分配任务后便热火
春节前针对年花年桔的分离步
朝天干起来。
骤，
对工作人员展开培训，
夯实垃
不一会儿，大街小巷都可以
圾分类知识基础，
规范回收路径， 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不少党员
助力源头减量。
协助居民搬运年花年桔，还按照
2 月 19 日，年花年桔回收志 “四分法”
将花枝和泥土、
年桔、
好
愿服务活动开始。面对恶劣的天
花盆、
碎花盆进行分离堆放，
指导
气，
颜峰社区党委及工作人员、
党
居民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居
员、
退役军人、
村民代表等不惧严
民践行绿色生活理念，吸引众多
寒与风雨，当天上午 8 时 30 分便
居民踊跃参与。

风雨不阻有心人。尽管浑
身湿透、
满身污泥，
寒潮下的党员
及志愿者们仍笑脸以对、热情高
昂，如期完成了本次年花年桔的
回收活动。
接下来，颜峰社区党委还将
本次回收的长势较好、有观赏价
值的年花年桔进行回植，充分利
用，
变废为宝，
给社区涂上一抹靓
丽的颜色。
本次年花年桔回收，不仅贯
彻落实了《2021 年春节期间年花
年桔减量排放和分类处理工作方
案》，实现垃圾源头减量，还进一
步挖掘了年花年桔新价值，让人
居环境更美，居民 生 活 质 量 更
高，受到社区居民群众的认可。
“以前年后都不知道怎么
处理年花年桔，扔了可惜，留着
也没那么多时间打理。今年社
区统一回收处置，既方便了我
们，年花年桔回植后或花盆重复
使用，
又能美化环境，
让社区环境
保持干净整洁，真不错。”居民张
阿姨说。

解读惠企扶持政策 助力企业加快转型
珠江时报讯（记者/曾雯 通讯
员/刘倩文）
“如何助力企业数字
化、自动化改造升级享受政府补
贴、免息贷款？”日前，2022 年狮
山松夏产业社区服务中心第一季
度复工复产、
消防、
安全生产防疫
培训暨奖励扶持政策宣讲会在狮
山树本产业家园二楼举行，
向企
业代表宣讲小升规工业企业与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惠企补贴
政策。
本次宣讲会是继2月17日在
北园举行惠企分享会后，由狮山
镇园区产业服务中心牵头举办的

第二场惠企分享会。狮山镇应急
管理办公室、
狮山镇消防办公室、
松夏产业社区服务中心等部门的
相关机构负责人到会。
“数字化转型的必备条件是
什么？”
“企业怎样申请免息的数
字贷？”会上，相关机构为狮山镇
企业分析现状、
讲解政策、
对接资
源，指明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发
展的道路。
会后，企业代表们就中小企
业优惠扶持政策的相关疑问与现
场主讲嘉宾交流，纷纷表示宣讲
会干货满满，
对企业帮助很大，
企

业将充分利用政策，
稳步成长，
提
高核心竞争力。
相关机构负责人表示，有好
的政策，
接下来的关键就在落实，
数字化转型可是关系到企业的生
存，
接下来将会到各家企业考察，
了解企业的现状与需求，把奖励
扶持政策传给每一家企业，助力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针对近期复工复产进入密集
期，会上还邀请驻园区安全顾问
专家以企业复工复产的安全工作
要求、企业主体责任为题进行培
训。随后，松夏产业社区服务中

心主任孔海峰主对第一季度企业
复工复产、安全生产等工作提出
相关要求，狮山镇园区产业服务
中心副主任熊继明对园区消防安
全工作传达上级文件精神，
狮山镇
消防办办公室副主任黄绍明也对
消防及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建议。
松夏产业社区服务中心将继
续落实市、
区、
镇关于复工复产的
各项工作部署，通过开展各项检
查行动，紧盯重点领域重点环节
安全生产工作，强化节后企业复
工复产安全风险管控，全力预防
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现场开设多个卡位进行核酸检测采样。

罗村综合执法中队铁腕执法整治污染

扬尘污染 工地被罚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世聪 通
讯员/罗惠梅）日前，
狮山镇综合行
政执法办公室罗村中队（下称
“罗
村综合执法中队”
）对镇内孝贤路
某工地，
以及招大社区招北经济
社某工地的扬尘污染行为依法作
出立案，
分别对上述两工地处以
罚款2万元和1万元。
早前，
罗村综合执法中队执
法人员巡查至孝贤路时，
进入某
工地开展日常检查，
发现工地内
部靠近孝德湖的位置未设喷淋装
置，
也未对裸土进行洒水、覆盖，
未覆盖面积约 1000㎡。而当巡
查至招大招北某商业楼工地时，
发现该工地内一些非作业面裸土
未覆盖，
未开启喷淋设备、
作业面
未湿化，
未用高压水枪冲洗车辆，
造成带泥上路。
鉴于上述两个工地违规施
工，
罗村综合执法中队随即下达
《询问调查通知书》，
同时责令两
个工地马上停工整改，
整改到位
才能复工。

■工地整治后，
不再有扬尘污染。

数天后，
上述工地的施工负
责人分别到罗村综合执法中队接
受询问调查，
对违法事实供认不
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
罗村综合
执法中队依法对两家公司处以罚
款2万元和1万元，
并要求施工负
责人做到工地规范管理，
严格落
实六个百分百（即施工工地周边
百分百围挡、
裸土百分百覆盖、
出
入车辆百分百冲洗、施工现场地
面百分百硬化、土方开挖百分百
湿法作业、渣土车辆百分百密闭
运输）。
随着节后狮山企业有序复工
复产，
多个建筑工地施工力度不
断加大，
施工扬尘及噪音扰民问
题成为市民投诉热点。罗村综合
执法中队副中队长余健豪表示，
工地必须文明施工，
规范管理，
合
理规划施工时间，
落实扬尘防治
措施，
“一旦发现违规行为，
我们
将铁腕执法，
严查重罚，
切实把污
染防治攻坚战工作落到实处。
”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