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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动多元主体推动新市民融入“朋友圈”
大沥打造有特色新市民融入工作品牌，激发新市民有序参与基层治理

经常在大沥城区范围接单

的外卖小哥阿广，从社区志愿者

手中接过一碗热腾腾的腊八粥

时，再一次感受到了大沥这个“第

二故乡”的浓浓暖意。

新市民是城市建设与发展

中的重要力量。2021年上半

年，南海区委政法委推出南海区

新市民融入“一镇街一品牌”创建

工作，指导各镇（街道）结合自身

实际，找问题、定目标、搭平台、创

品牌，通过深挖镇（街道）工作亮

点，精心培育品牌，发挥示范引领

和辐射带动作用。大沥镇聚焦新

市民群体社会服务供给及融入基

层治理，撬动各方资源做好新市

民服务，开拓新市民融入工作新

局面。

打造本土特色
融入工作品牌

“这个小站为我们解决不少

实际问题。”2022年1月10日

上午，在南海区委政法委的指导

下，大沥镇沥南社区党委联合社

工机构等单位，开展了“沥南社区

新市民服务小站揭幕仪式暨新春

送温暖便民服务”活动，阿广成了

小站迎来的首批“客人”。活动当

天正逢“腊八节”，现场除了腊八

粥，主办方还为新市民提供写挥

春、积分入户、入学政策答疑、新

冠疫苗接种宣传等便民服务。

沥南社区地处大沥城区，一

直把新市民的服务和管理作为工

作重点。2021年，大沥镇结合

“一镇街一品牌”创建工作要求，

以新兴领域行业为切入点，以社

会治理项目为工作抓手，选取沥

南社区开展新市民融入项目。

沥南社区的“同城伙伴”，正

是大沥镇进行相关探索的典型。

如今，大沥镇新市民办以推行社

区新市民融入特色品牌项目为目

标，通过实地走访、摸底调查，制

作新市民融入需求清单，精准落

实服务举措，将零星活动转化并

打造为常态品牌项目。

与此同时，大沥还注重整合

现有党群资源阵地，并联结社区、

厂企、商协会、学校、社会组织、社

会新阶层、媒体等多元主体力量

和阵地资源，撬动和延伸新市民

融入服务。通过联动多部门、多

主体，大沥致力推动形成可全镇

推广的新市民融入服务经验，从

而进一步提升新市民融入基层治

理工作水平。

引导新市民融入“朋友圈”
“阿曾真的非常棒，他做了很

多好事。”提起曾燕飞，大沥镇六

村社区的街坊纷纷点赞。十多年

前，来自湖南的曾燕飞成了一名

大沥新市民，现在是六村社区的

一名志愿楼长，还被评为2021
年的“大沥记忆感动人物”。

曾燕飞的经历，是大沥众多

新市民积极融入基层治理的缩

影。除了六村社区，大沥不少社区

也因地制宜，引导新市民主动融

入，自我管理和服务。如沥南社区

打造了“党建+超市”积分制模式，

促进新市民在服务中互动交流，激

励新市民踊跃参与社区治理。

不仅是社区在努力。近年，

南海区委政法委紧密围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三篇

文章”，切实解决新市民的操心

事、烦心事、挂心事：在摸清需求

上做文章，制作新市民需求问题

清单，以实际行动打通服务新市

民“最后一公里”；在民生政策上

做文章，制作新市民民生信息“宝

典”，打破新市民全面获得服务信

息的壁垒；在答疑解惑上做文章，

推出网上系列答疑专栏，真切回

应新市民“最盼”的需求。

大沥镇新市民办充分发挥

部门职能，积极联动与新市民工

作生活密切相关的部门，主动有

效地对接新市民融入的需求。大

沥镇还深入挖掘和传播新市民融

入的正能量故事，努力营造良好

的融入氛围。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翠贞何燕慧

通讯员何绮玲

■举办座谈会，了解新市民的融入需求。 （大沥镇新市民办供图）

“我的号码是133××××3408，
欢迎大家加我微信洽谈。”“我的是

188××××5729，交个朋友。”“刚说

完号码就有8个好友申请，稍等，我马

上通过大家。”……启动仪式后，现场

举行了“云浮好物·佛云有约”云浮

好物资源对接会，来自佛山和云浮

超20家企业参与活动，交流热情高

涨。佛山市供销社、云浮供销社、佛

山市食品行业协会等还介绍了云浮

农特产品基本情况和资源对接政

策。“云浮优质的水土孕育出不少优

质农产品，公司通过本次资源对接

会接触到了不少优质农产品，如皇

帝柑、大米等。”菜集农贸连锁平洲

新市场负责人郭先生希望，未来可

以与云浮开展稳定的合作，市场也

会设置产品专区推广云浮农特产

品，让佛山市民在家门口也能购买

到来自云浮的优质农产品。

“最惊喜的是佛山方面提出为

云浮好物拍摄短视频做推广。”广

东德纳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业务员

祝锦亮很兴奋，虽然他们有涉猎线

上销售，但在短视频制作、新媒体

宣传知识方面十分欠缺，他相信，

获得专业的帮助后，产品知名度将

大大提升。

“我们将全力支持本次活动的

举办，积极发挥‘供销一张网，产销

一条龙，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独特优

势，推动云浮优质农产品对接全省

供销放心农产品提供配送网络。”广

东省供销社一级巡视员何启环表

示，云浮是广东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和生鲜农产品主产区，农产品丰

富。本次年货供销节为云浮优质农

产品走进大湾区搭建了重要的平

台，希望云浮和佛山两地供销社能

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加强沟通交流

和业务对接，稳固长期稳定的产销

对接关系，积极拓宽云浮农产品的

销售渠道，为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

持续稳定增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次活动由佛山对口帮扶云浮

指挥部指导，云浮市农村农业局、云

浮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云浮市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佛山市农业农村

局、云浮市供销社、佛山市供销社联

合主办，佛山电台承办。云浮市政

协副主席徐树新、佛山市政府副秘

书长吴小庆出席。

“云浮好物·佛云有约”年货供销节启动

一大批“云浮好物”不容错过！

为助力云浮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2022年1月17
日，“云浮好物·佛
云有约”年货供销
节主题活动正式启
动。活动通过佛山
对口帮扶云浮机
制、佛山和云浮两
地供销社的组织网
络，以“新媒体+新
电商+新营销”的组
合方式，搭建“云浮
优质产品+特色文
旅资源”线上电商
平台，推出系列“云
浮好物”直播、线下
体验馆及多重福利
礼包等，推动消费
帮扶提档升级。

四大活动联动打造电商新业态
启动仪式上，佛山电台与

广东省供销社南海服务中心、

佛山食品行业协会签订“云浮

好物”战略合作协议，将以线

上线下融合为基础，突出云浮

地域特色、人文特色，用新业

态、新服务助力云浮农产品、

文旅产业转型。

一方面，佛山电台电商平

台“放心好物”开设“云浮好

物”线上电商专区，集中展出

云浮优质农产品、工业产品、

景区景点门票以及特色酒店

等产品，并计划举行3场年货

供销节系列新春促消费直播

活动；另一方面，在佛山扶贫

产品特色街、佛山禅城火炬园

以及南海狮山广东供销南海

服务中心分别设置“云浮好物

体验店”，供市民线下体验、选

购，未来三大线下体验店将建

立一条农产品从生产源头到

终端销售的全新产业链，形成

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此外，佛山计划在“万人

游云浮”活动基础上，开展第

三阶段特色线路推广，以“自

驾+套票”的方式，打造云浮新

春特色小众文旅线路。

云浮市委常委、副市长、

佛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佛

山对口帮扶云浮指挥部总指

挥李坚表示，希望佛云两市的

企业、商家能积极参与到本次

活动中，推出更多好品牌、优

品质、高性价比的商品，借助

直播带货、线上电商等融媒体

手段，为佛云两地市民送上浓

浓的云浮年味。

据了解，本次上线产品从

佛山对口帮扶云浮的21个镇、

云浮市文广旅体局等部门提供

的文旅资源、工业产品和农产

品资源中择优选品，充分发挥

“新媒体＋新电商＋新营销”快

速传播、超级链接的优势，全媒

体跟踪报道，持续带动云浮农特

产品的宣传推广和销售。

四大礼包助力促进消费帮扶
活 动 还 推 出 了“88 福 袋 ”

“99福袋”及各类旅游补贴福利

“大礼包”。

其中，在线下体验店推出“88
福袋”，市民在指定线下“云浮好物

体验店”一次性消费满88元，即可

根据不同奖次获得对应云浮好物产

品；在3场系列新春促消费直播中

推出“99福袋”，市民将有机会以优

惠折扣下单抢购产品；前往云浮组

团、住宿的市民还可获得旅游消费

补贴。

活动期间还将发起云浮特色宣

传语征集活动，市民可围绕云浮文

旅特色、农产品、工业产品等，结合

绿色、安全、佛云等元素创作，最终

评选出优秀宣传语创作者，将获得

云浮文旅产品奖励。

现场对接交易开动帮扶“直通车”

珠江时报讯（记者/方婷 通

讯员/梁筠仪）2022年 1月 17
日早上6点，天色依然昏暗，南

海区人民医院旧院区大楼却灯

火通明，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安

全而有序的患者转运演练，为1
月 24日正式进行的患者转运

做好充分准备。

本次转运演练以骨一科 、

ICU患者为模拟对象。转运开

始前，医护人员全面评估转运

患者病情，做好特殊急救设备

和药品配置准备，并检查患者

手腕带信息和吊牌。其次，还

会为患者做好晨间护理，准备

好病历资料、收拾好所有物品、

书写好各项记录（医护），更换

转运仪器，如呼吸机、监护仪、

输液泵、推注泵等，一切准备工

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报告！1号救护车 ICU
转运患者准备就绪!”“报告！2
号救护车骨一科转运患者准备

就绪!”收到救护车上医护发来

的报告，待一切准备就绪，“转

运开始”的号令一下，救护车慢

慢地从旧院区大门出发，往狮

山新院区驶去。

或许有市民担忧转运途中

是否会发生意外？届时如何处

理？据介绍，跟车途中，医生会

负责评估仪器设备运行与患者

病情，发现病情变化及时处

理。对于 ICU患者，跟车护士

会每 15分钟监测一次生命体

征，保证患者生命安全。

旧院区距离狮山新院区有

近20公里的路程，每隔一段路

程，跟车护士都会及时汇报，以

便新院区做好接收准备。到达

新院区病房，跟车医护也会直

接进入治疗和护理或交班给当

班医生护士，全面评估患者情

况，给予及时处置。

“从今天早上我们准备到

现在转运车辆出发以后，整个

过程基本上是按照演练方案推

进的，医务科、护理部、后勤部、

设备维修组、司机班等都参与

其中，演练当中发现的问题我

们将进一步完善，全力保障患

者生命安全。”南海区人民医院

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朱应昌表

示，真正的转运过程会有重症

患者，届时将有8辆救护车分多

趟进行转运，医院实行“一车一

医一护一患者”的转运方案，尽

最大努力保证患者安全。

据了解，届时多部门也会

提供支持，保障搬迁期间患者

生命安全，如南海区卫健局统

筹调度，为患者转运提供救护

车及设备资源支持；转运途中

突然出现呼吸心跳骤停等需即

刻抢救的情况，由南海区公共

卫生医院提供绿色通道进行接

诊；交警部门也会协助交通管

制，畅通转运交通。

1月24日，南海区人民医

院将正式转运住院患者到新院

区，1月27日起，新院区将全面

对外试运行。

南海区人民医院开展患者转运演练

最大努力确保患者安全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郑慧苗

■云浮好物体验店授牌。

“近距离”

了解演练

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