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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成小珍）

读者证升值啦！

2 月 1 日起，广州图书馆、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等广州市所有公共图书馆单个读者证最多可外

借文献量由 15 册（件）增至 20 册（件）。 截至目

前，全市公共图书馆有 300 万持证读者。

据了解，用户可在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

系内任一成员馆办理读者证， 使用通借通还服

务。 2 月 1 日起，可外借文献增至 20 册/件

（具体

可借文献类型参照读者证开户馆规定）

。 外文图

书、期刊、音像资料等未纳入通借通还的文献类

型，须回开户馆借还。 通借通还图书借期 31 天，

可续借 1 次。

据悉，2018 年广图新增注册读者达 27.1 万

人，日均注册读者 742 人。截至目前，广图累计注

册读者量约 160 万人。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赵雪峰 赵中华

)“以前，这可是出了名

的‘臭涌’， 现在再也不是那时的模样

了！”对居住在深涌附近的陈佛佐来说，

时下深涌与此前的样子大不相同。“现

在常常有人在涌边锻炼，无论是水质还

是周边环境都改善很多。”昨日，记者从

广州市河长办获悉，2018 年以来，通过

全面落实河长制、湖长制稳步推进深涌

流域水环境治理工作。 在短短一年内，

深涌流域“改头换面”，给居民带来不少

惊喜。

深涌流域各支涌河岸环境升级提档

“十多年前我刚搬来时， 河涌沿岸

的树还没种上，当时也还没有草地。 现

在两岸的风景也越来越美！ ”陈佛佐回

忆。 今年以来，深涌流域各支涌河岸环

境得到升级提档。宦溪涌左岸路面已硬

底化并铺设了人行道， 加装了岸线护

栏，还建设了治水宣传文化长廊。

中支涌也同样是在清理了沿岸杂

草灌木的基础上已建立护栏，建设了人

行道，正在进行绿化，环境比往常大有

改观。 左支涌沿线拆违后已经全线贯

通，河涌环境正在进一步升级提档中。

记者了解到， 目前深涌流域 4 个

城中村近 39.6 公里的核心管道已全部

敷设完成， 村内截污管已敷设 66 公

里， 流域内 9 条河涌涉及排污口整治

的核心截污管网也已同步完成。 在深

涌流域治污工程中还成立了 2 支城中

村水环境治理工程质量安全、 文明施

工巡查队， 采取交叉巡查方式， 履行

行业监管职责， 努力保障居民群众生

活及安全。

大岭涌清除阻水障碍物 720米

之前的大岭涌是一条涉及多家“散

乱污”场所且污水直排的河涌，拆除前

涉及多处骑涌违法建设，且多属历史遗

留，拆除难度难以想象。据悉，为攻克大

岭涌整治难题，区、街、村三级河长上下

齐心各部门联动，构建“三查、三控、两

拆”机制，铁腕拆除违建、强力整治“散

乱污”、全面清理河涌障碍。 目前，大岭

涌共拆除违法建设 32 宗，面积 5165 平

方米，清除阻水障碍物 720 米，核查“散

乱污”场所 62 家，现已全部完成整改。

2018 年、 流域内沿岸各街道联合

作战进行地毯式排查综合整治， 包括

“散乱污”场所整治、工业污染防治、禽

畜养殖等农业面源污染整治、排水口整

治、违法建设整治、小微水体整治等。据

统计，先后共整治完成深涌流域“散乱

污”2987 家， 共拆除违法建设 138 宗，

拆除面积 20341.55 平方米， 共整治完

成排污口 154 个。

招募民间河长、志愿者共 254人

深涌流域各街发动招募民间河长、

志愿者共 254 人，12 支志愿服务队伍，

他们积极参与其中共同营造共建共治

共享氛围，并在日常巡河检查、宣传护

水护河理念等方面起了纽带和桥梁作

用， 为水环境的治理添砖加瓦。“从

2015 年开始， 我们已经开始为河涌整

治做宣传工作了。 ”黄村街江夏社区老

党员黄广森是一名民间河长，“平时我

们经常利用节假日做宣传活动，为了保

证始终有人在河涌看守，中午还要轮着

分批吃饭。 ”

此外，市、区联动黄村、珠吉、前进

街共同组织了“全民治水，守护深涌”百

人公益巡视护河活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

员 李涛 郑天乐）

近日， 南沙区公安

分局辅警黄建洪不顾个人安危， 第一

时间组织扑救起火摩托车的事迹受到

社会广泛关注。 1 月 31 日下午， 广

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长马国俊来

到横沥派出所看望慰问黄建洪， 高度

肯定了他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和行

为， 并现场向他颁发证书及奖励金 1

万元。

1 月 19 日 16 时 53 分许，两辆从

南沙区大岗镇往横沥镇方向行驶的摩

托车， 在途经横沥镇亭角红绿灯一加

油站对面路段时发生剐蹭， 致其中一

辆摩托车突然倒地， 车上驾驶员跌倒

在路边。 倒地摩托车侧翻后继续向前

滑行， 并冲入刚好途经此处的一辆液

化石油气气罐车底部。 气罐车刹车未

及，摩托车被拖行漏油后引发自燃，情

况十分危急。此时，横沥派出所辅警黄

建洪巡逻经过该处， 挺身而出的他第

一时间进行处置，只用了不到 5 分钟，

就组织周边群众合力扑救了起火的摩

托车，有效避免了危害结果的发生。

记者了解到，黄建洪做了 26 年辅

警，其儿子也是辅警。这不是黄建洪第

一次救火，2018 年 4 月份， 加油站附

近一仓库冒烟起火，情况非常危急，他

巡逻发现后，立即组织人员灭火，很快

将火扑灭。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子垤 通讯

员 罗瑞雄）

记者从广州市总工会获

悉，近日全市各级工会行动起来，走

访困难职工、困难劳模家庭，为职工

送温暖、送关怀、送文化，开展以“平

安有序，幸福过年”为主题的送温暖

活动。

据了解， 市总工会于2019年春

节前，向全市626户市工会在册困难

职工每户发放2000元慰问金， 共计

发放慰问金125万元，并鼓励基层工

会结合实际进行资金配套。 此外，春

节期间，每一位全国、省、市劳动模

范将收到春节慰问金，总计达202.19

万元， 各级工会将对生活困难或因

病致困的劳模进行上门慰问。

市总工会还时刻关注对口精准

帮扶单位连州市龙坪镇石桥村村民

的春节生活情况。 春节前夕，先后到

石桥村中张兰兴、 黄训坤和黄

錦

光

等五保户家中进行节前慰问， 并召

开座谈会， 详细了解贫困户的生活

状况，分别向贫困户发放了棉被、香

米、牛奶等生活用品共44件。

为了让市民及留穗过年的外来

工欢度佳节， 市总工会联合省总工

会将于春节期间分别举办“职工节

日文化服务活动”， 提供公园欢乐、

免费电影、运动健身等6大类别的免

费或低收费服务， 职工可根据自身

需求和喜好， 直接网上登录广州工

会APP预约报名参加。

全市所有公共图书馆读者证“升值”

今起可外借文献增至20册

广州图书馆读者证分个人读者证与家庭读者证，可择其一办理。身份证

或广州市社会保障

（市民）

卡注册后可直接充当读者证。已成功注册的读者，

也可凭该馆微信公众号或 APP 自动生成的二维码读者证办理相关业务。

如何注册读者证？

1. 持本地身份证的 18 周岁以上居民可在广州图书馆网站自助注册读

者证，待审核后开通基本借阅功能。

2. 持广州社保卡的居民可在广州图书馆网站自助实时开通

基本借阅功能。

3. 在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进行劳动登记的异地

务工者，可在广州图书馆网站实时开通数字图书馆阅读功能。

远程注册方式：

市总工会开展春节送温暖活动

职工可在APP

预约节日文化服务

留穗过年的

700

多名职工在南

沙区齐吃团年饭、看演出。

通讯员供图

深涌流域“改头换面”，河岸环境升级提档

昔日“臭涌” 如今变身锻炼好地方

阻止自燃摩托车引爆气罐车

救火辅警获奖1万元

辅警黄建洪（右）获颁证书及奖励金

1

万元。 信息时报记者 萧嘉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