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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B02 重 点重点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玲

通讯员/梁小英 摄影报道）出租

屋主认真落实屋主的主体责任

和出租屋长效动态管理，住在该

出租屋的新市民可以获得加分；

新市民积极参与非户籍融入基

层治理工作可以额外获得加分；

积极响应接种新冠疫苗也可加

分……《2021年西樵镇新市民积

分制自定加分项目计分方案》近

日发布，加分项目有11个大项

目，总分为60分。其中新增了4

个大项目和2个小项目，改变了

一个大项目的内容，包括：出租

屋主主体责任，落实出租屋长效

动态管理，就地过年、新冠疫苗

接种，非户籍常住人口融入基层

治理等。

房东落实主体责任
可让新市民加分

“我做好出租屋的管理，我

的住户就可以享受政府的政策

红利，何乐而不为！”位于百东村

的一出租屋有6层高，现场可见

其楼道内没有存放电动车、摩托

车等，屋内环境也相当整洁，同

时配备有灭火器、应急灯等消防

设备设施。屋主冯小姐表示，她

所有的出租屋都亮证出租，吸引

了不少新市民前来租住。

今年新出台的《2021年西樵

镇新市民积分制自定加分项目

计分方案》提出，若一栋出租屋

的屋主落实了出租屋治安、安

全、卫生等管理要求；配合流管

站落实“人来登记、人走注销”人

口管理工作，按照要求如实申报

流动人口信息等项目，住在该出

租屋的新市民可以获得每项最

高1~2分的加分。

“只要出租屋主落实好屋

主主体责任和出租屋长效动态

管理的，住在该出租屋的新市民

只要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在这

两个加分大项目里面可获得14

分的加分。”西樵镇新市民服务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市民随迁

子女积分入学目前进入咨询阶

段，但方案中提到的新政，部分

屋主之前并不清晰。对此，西

樵新市民服务办积极做好相关

指导，并到各村居开展政策宣

讲。

“我们文件齐全，各方面都

符合要求，通过政策引导，相信

会带动更多租户来我这里住。”

冯小姐表示，会继续认真落实屋

主的主体责任和出租屋长效动

态管理，让住在自己出租屋的新

市民可以获得加分。

积极参与非户籍融入
基层治理工作可获加分

新增的大项目中，新市民积

极参与融和天使楼长制志愿服务

或者出租屋巡查走访的、转发政

府相关政策解读资讯到微信群

等，可共获得最高9分的加分。

在崇南社区的一栋出租屋，

新市民农春玲担任着楼长。她每

天除了自身的工作外，还要了解她

所租住的出租屋的相关情况，如打

扫楼道的卫生、查看出租屋消防设

备是否存在过期等现象。“住在同

一屋檐下，能够做力所能及的事

情，对自己，对大家都有好处。”农

春玲说。

在了解《2021年西樵镇新市

民积分制自定加分项目计分方

案》后，农春玲表示，管理自己住

的出租屋初衷也是为了大家能够

共享好的生活环境，没想到还能

因此享受政策红利。“感受到了西

樵对我们的关心与支持，让我们

这些新市民更好地融入。”

据了解，为了让新市民更进

一步了解南海区2021年新市民

积分制服务管理工作和2021西

樵镇新市民积分制加分项目计分

方案，西樵镇新市民服务办还要

求各村居运用出租屋主群、微信

群等途径加强政策宣传，提高新

市民的知晓率。

此外，结合防疫工作要求，只

要是2021年2月5日至2021年2

月26日春节期间留樵过年的新

市民或已接种新冠疫苗的新市

民，现住房屋的屋主（二手房东、

管理者）动员租客在春节期间留

樵过年的或新市民的同住家人已

接种新冠疫苗，每一个项目获得

最高1~2分加分。

据悉，4 月 28 日，西樵镇

2021年新市民申请积分入学进

入正式受理阶段，时间截止到5月

13日。西樵镇新市民服务办提

醒，新市民家长需抓紧时间准备

好相关资料到居住地村(社区)服

务中心积分窗口提交，一次性受

理，不接受补交。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玲

通讯员/梁小英 摄影报道）“@各

位居民，明天将有一批次的新冠

疫苗可以提供接种，请已报名的

居民及时填写信息，明天到雅居

乐新冠疫苗接种点接种。”4月20

日~21日，一批次新冠疫苗到达

西樵，樵华社区工作人员余建升

收到通知后，立刻在“预约接种等

候群”中发布通知，并让居民预报

名，落实报名情况。目前，西樵镇

累计已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5万

人次。

线上线下宣传发动
据了解，为营造人人接种疫

苗，共筑防疫屏障的良好氛围，自

3月中旬以来，西樵镇各村居纷纷

开展疫苗接种工作动员会、并通过

入户宣传、专题宣讲、志愿者参与

宣传发动等方式，发动群众接种疫

苗。此外，结合主题直联活动，各

驻点团队和村居纷纷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让党员志愿者深入小区、

商铺，向群众派发宣传单张，详细

讲解疫苗接种有关事项，发动群

众接种疫苗，用实际行动践行“我

为群众办实事”的庄严承诺。

以樵华社区为例，在宣传发

动之初，樵华社区通过组织在职

党员、街坊组长、党员志愿者入户

宣传，进行“扫楼”宣传行动，着重

从新冠疫苗接种的好处、接种流

程等方面进行广泛宣传，鼓励居

民积极接种疫苗。同时，召集各

物业小区负责人在各业主微信群

宣传发动，积极发动企业组织员

工报名接种。

“疫情防控要科学，接种疫

苗我先行！”“新冠疫苗=免费保

险，自己安心，家人受益”“防疫

道路千万条，接种疫苗第一

条”……如今走在樵华社区，随

处可见一条条醒目的宣传标

语。樵华社区通过线上线下共

同推进，确保疫苗接种宣传全覆

盖，力求让更多的居民积极参与

接种疫苗，共筑疫情防控安全屏

障，凝聚起全社区同心战“疫”的
强大合力。

建微信群方便居民接种
“社区为了方便居民有序参

与接种，还建立了‘预约接种等

候’微信群。”从最开始的1个群

发展到如今的6个群，每个群均

满500人。余建升介绍，每个居

民群都会发布当天疫苗接种的时

间、地点、名额等信息，让当天有

时间参加接种的群众填表报名，

提交成功后再扫码进入当天接种

联系群。

社区有效的宣传发动，不仅

让居民主动伸出“一臂之力”，并

让现时预约到场率达90%，大大

方便了社区工作人员收集报名信

息，减轻工作人员的压力。

4月20日一早，在大同社区

第四社区卫生服务站(大同医院)

接种点，大同柏山村村民林志荣

正登记报名信息，等候接种疫

苗。“响应号召，接种疫苗，共建全

民免疫。”林志荣说，大同社区工

作人员早早就发动宣传，并上门

耐心解答每一个村民的疑问，让

他们消除了对接种的误解，不少

村民积极报名参与。

据大同社区两委干部郭健

刚介绍，大同社区根据辖区的特

点，发动了24个经济社社委与妇

女的帮助，通过线上线下发动宣

传，争取居民对接种疫苗的理解

并积极报名参与。

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诗

摄影报道）芝士热狗、羊肉串、臭

豆腐、烤肉……近日，2021观心传

统美食文化节（以下简称“美食节”）

在西樵镇听音湖畔的观心小镇举

行。现场聚集了超50个特色摊

位，囊括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

美食节的市集布置采用了

中国古街镇风格，夜间还结合灯

光打造半沉浸式东方美学，用美

食拉近岭南传统文化与大众的

距离，众多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

录这样的美景。

紧邻观心小镇的西樵镇爱国

社区居民成为美食节的第一批

“尝鲜者”。在西樵工作近3年的

姚小姐一直租住在该社区。当天

中午，她和丈夫原本打算趁着午

休时间带女儿到观心小镇、听音

湖公园散步，刚好碰到美食节，于

是忍不住买了好几种小吃在现场

品尝起来。“虽然之前也在别的地

方逛过美食节，但这次摆到家门

口了，还发现有些小游戏，很适合

带孩子玩。”姚小姐说，这两年听

音湖片区的变化挺大的，举办了

很多文旅活动，也给片区带来了

很多游客，知名度提升了不少。

刘阿姨是武汉人，在美食节

上经营着一个武汉小吃摊位，专

门卖武汉热干面和豆皮。“我这

热干面的酱料是自己调制的，绝

对正宗！”她自豪地说。记者一

尝，正如她所说，在煮好的热干

面淋上酱汁，撒上萝卜干、酸豆

角等配料，再捞匀，让酱汁裹满

面条，一口下去超级满足。

刘阿姨说，她十分欣赏西樵

的美景和环境：“我已经来广东

做生意10年了，去过很多地方，

参加过很多美食节，但还是第一

次到西樵来，这里的景色和空气

都很好，有时间的话一定留下来

玩几天！”

据介绍，这场美食节是樵山

文化中心开业系列活动的预热

活动。五一假期前后，樵山文化

中心开业系列活动将接踵而至，

包括“华彩南裳”国风大赏（动漫

展）、广东歌舞剧院原创精品舞

剧《沙湾往事》佛山站首演、樵山

湖畔音乐节等，活动精彩纷呈，

将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不一样的

假期体验。

50个美食摊位
满足你的味蕾

2021观心传统美食文化节举行，五一假期前后，

樵山文化中心还将举行系列开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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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樵居民接种新冠疫苗。

更多积分项目，可识

别下方二维码可查看

《2021年西樵镇新市民积

分制自定加分项目计分方

案》。

■西樵新市民服务办联合新市民志愿者等加强积分政策宣讲。

■美食节的摊位人气兴旺。

加分项目有 11个大

项目，总分为60分。

新增4个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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