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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鱼很咸， 吃完了必定会

口渴。 如果喜欢吃，那就要忍住

口渴，这就是“吃咸鱼”要付出

的“代价”。 引申到其他层面，

“食得咸鱼抵得渴”就意味着如

果你决定要做某件事或达到某

个目的， 那就必须付出某种代

价，一旦开始了就不要埋怨。

时报读者 珍姐

食得咸鱼抵得渴

某天下午，广州大道一写字

楼楼下，两位年轻人的对话。

A

：很久没见你了 ，最近还

好吗？

B

：挺好，你们呢？

A

：还过得去。 听说你去了

家地产公司，待遇挺好的吧。

B

：比以前好一点点 ，不过

很辛苦 ， 任务多而且还成天加

班。

A

：他给你发工资 ，还不把

你用到极致吗。

B

：我宁愿少拿点 ，不用那

么辛苦还好，我差不多一个星期

没回过家。

A

：这就是你需要付出的代

价，当日你跳槽就应该有心理准

备。

B

：我真的没想过会这么辛

苦。

打工

某日晏昼，广州大道一写字

楼楼下，两位后生仔

嘅

对话。

A

：好耐冇见你了喔 ，最近

几好嘛？

B

：几好，你哋呢？

A

：过得去咁啰。 听讲你去

咗间地产公司，环境唔错啦。

B

：比以前好小小 ，不过好

辛苦，任务多而且仲成日加班。

A

：佢出份粮俾你 ，仲唔使

到你尽咩。

B

：我宁愿攞少啲 ，唔好咁

辛苦好过喇，我差唔多成个礼拜

冇返过屋企。

A

：食得咸鱼抵得渴 ，当日

你跳槽就预咗嘎啦。

B

：咁我真系冇谂过会咁辛

苦啰。

京溪街党群服务中心获街坊好评

运营首月接待近2万人，记者党员将定期走访辖区困难群众

番禺 16个镇街统一整治“散乱污”

将围绕300多个工业区逐一排查，实现源头清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赵雪峰）

昨日， 记者从广州市河

长办获悉，根据《番禺区

清除黑臭水体污染源联

合执法专项行动的工作

方案》要求，从 3 月 8 日

开始， 番禺区 16 个镇街统一开展“散乱

污” 清理整治专项行动。 番禺区将围绕

300 多个工业区及周边的“散乱污”场所

进行整治，狠抓企业上下游产业和供应商

粗放无序生产，产生的废水废气及突出的

环境问题。

随机核查“散乱污”，杜绝瞒报漏报

由于番禺区“污染源”场所问题存量

大、来源多、隐蔽性强、分布范围广，多个

镇街虽相继组织开展了“散乱污”整治行

动，但效果甚微，“散乱污”查处仍存在“上

热下冷”的现象。 在执行“污染源”场所核

查过程中，发现仍存在瞒报、漏报的现象。

据悉，广州市派驻番禺区水污染防治

督察组，联合市“典型排水户整治”专项行

动小组从 2018 年 11 月 5 日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对番禺区 15 个镇街“污染源”

场所进行随机核查， 共核查 729 个场所，

共发现问题 227 个。 3 月 8 日开始，番禺

桥南街、大龙街、钟村街等 16 个街镇统一

开展“散乱污”清理整治专项行动。

相关领导带队，采取“两断三清”

3 月 8 日，番禺区副区长陈明捷带队

督导桥南街“散乱污”场所清理整治专项

行动。 督导组一行首先对大龙街雁洲涌、

小龙涌、石岗东涌、傍西涌沿线开展整治，

共巡查企业、场所 72 家，清理整治“散乱

污”场所 9 家。随后在桥南街清理整治“散

乱污”场所 17 家。

陈明捷要求各镇街严格落实属地监

管责任，主要领导亲自抓、带头干，各部门

要加强协调联动，安全生产、消防、治安、

城管等部门要一齐发力。整改不到位的要

坚决采取“两断三清”等强制措施。

随后，大龙街、钟村街、市桥街等也开

展了“散乱污”场所清理整治专项行动。

完成率 33.3%，整治力度待加强

据了解，番禺区河长办负责“洗楼”专

项行动的统筹协调和督办工作，目前已复

查“污染源”场所 138 个，其中 46 个已确

认完成整治，92 个场所仍处在整改中，完

成率为 33.3%，整改时效严重滞后。 为此，

番禺区今年仍要加大散乱污整治力度。

下一步，番禺区将围绕 300 多个工业

区及周边的“散乱污”场所进行整治，狠抓

企业的上下游产业和供应商粗放无序生

产， 产生的废水废气及突出的环境问题。

按照“用水及排水”的总体思路，梳理出每

月用水量 500 立方米以上的区排水户清

单，以镇街为单位，制定台账，逐一排查、

核实、销号，实现源头清污，源头减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龙）

今年 1 月 28 日，

由京溪街道办与信息时

报社共建运营的白云区

京溪街党群服务中心正

式揭牌， 作为广州市首

个与媒体共建运营的党

群服务中心备受外界关注。 运营一个多

月以来，这一党群服务中心举办了哪些

活动？ 群众体验感如何？ 基层党建方面

将有哪些突破？ 昨日，记者对此展开了

深入走访。

为了将该中心办得接地气、 有人

气，京溪街党群服务中心提前制定了全

年活动方案。 每月初，线上线下公布当

月活动安排， 让群众及时了解中心动

态，信息时报还安排专职人员入驻该中

心，辅导工作开展。 截至目前，该中心已

举办 14 场活动，接待人数近两万人。 通

过前期征集， 中心设置了四点半学堂、

亲子绘本故事阅读、清溪影院等恒常服

务项目，还联合街道职能部门，举办了

烘焙培训、 返穗职工车补等惠民活动。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社区居民，对该中

心的运营情况，居民纷纷点赞。

街坊方悦芳女士表示，绘本故事会

让她深有感触。“我不仅可以拓宽自己

的视野和知识储备，同时还能增加与街

坊之间的交流。 哪怕孩子们在一起磕磕

碰碰，都比关系疏远要好。 ”犀牛角社区

的刘维女士带着孩子参加了多场志愿

服务活动，她说：“我一直有做公益的愿

望，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内心有

爱并且快乐的人。 几场活动下来，孩子

胆子大了，能够主动与人交流，并且逐

渐形成了分享、帮助他人的好习惯。 ”也

有群众表示，希望中心的技能培训类活

动也办起来，组织更多户外拓展活动。

记者了解到， 该中心将围绕党员

“初心”、组织“同心”、社企“连心”、志愿

“爱心”、群众“红心”五大服务中心，结

合“四叶草社区党建品牌”，联合京溪街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打造京溪党建品

牌。 该项目已成立党员走访团，将通过

党员、专业记者、基层管理人员相结合

的方式，定期走访辖区困难群众、企业

和居委，深入基层了解群众所需、企业

所求，将党建工作落到实处。

番禺区 相 关

领导带队督导，到

群众反映较大的

到桥南街烧烤店

进行集中整治。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荨

绘本故事会

结束后，学员家长与

老师展开交流。

信息时报记者

李龙 摄

茛

绘本阅读故

事会上， 孩子们分

享阅读故事。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小朋友们在党群服务中心观看电影。

信息时报记者 李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