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宝街开展“共建共享、全面健康”流动

人口健康服务活动。 通讯员供图

瑞宝街举行专场

招聘会， 提供

300

多

个岗位。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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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无小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晓素 通讯

员 刘洁莹）

为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来

穗人员社会融合体制，探索出符合瑞

宝街实际、具有广州特色的融合经验

做法。 瑞宝街来穗人员和出租屋管理

服务中心在瑞宝街辖内开展“青春奉

献广州，和谐融合，争做幸福广州人”

的主题活动。

4 月 25 日下午，在海珠新都荟门

口，出租屋管理员认真、热情地向来

穗人员讲解了积分制入户、随迁子女

入学、 公共租赁住房等政策条件，并

开设了游戏环节，提升了来穗人员的

积极性，使他们获得幸福感、安全感，

进一步激发他们参与城市建设的热

情，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夯

实瑞宝平安有序、和谐稳定及可持续

发展社会根基。 活动中，来穗中心发

出宣传资料 200 余份，派发宣传礼品

50 余份。

4 月 17 日上午，瑞宝街来穗中心

在政务中心会议室开展了“青春奉献

广州，和谐融合，争做幸福广州人”宣

传活动。 在活动中，管理员认真聆听

来穗人员的所需、所想，无微不至地

关怀他们生活起居安全，给他们普及

各项安全措施知识，现场共派发消防

安全、 燃气安全等宣传单张 160 余

份，小礼品 40 余份，现场解答各类燃

气安全疑问 30 余次， 有效地拉近了

与来穗人员的距离， 帮助他们融入，

以主人翁的心态参与广州建设。

随后，出租屋管理员还上门对 11

户困难群众进行了慰问。

本次活动，促进了来穗人员

的融合和交流，为来穗人员增添

了幸福感、归属感，同时也提升

了来穗人员对“幸福广州人”的

认同感。

瑞宝街开展“青春奉献广州，和谐融合，争做幸福广州人”活动

提升来穗人员的认同感

信息时报讯（记者 蔡晓素 通讯员

何嘉颖）

4 月 23 日下午，瑞宝街计生办

联合东约社区居委会在瑞宝街招工市

场开展以“共建共享、全民健康”为主

题的流动人口健康服务宣传活动。 引

导辖区流动人口学习、 掌握健康知识

及必要的健康技能宣传咨询服务活

动。

活动中，通过给流动人口送温暖、

送服务、送健康，大力发展流动人口健

康教育和促进工作， 针对新生代农民

工、流动育龄妇女、青少年的不同健康

需求，大力普及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

倡导流动人口养成健康文明生活方

式，从基本医疗、妇幼健康、心理健康

和家庭保健等方面， 不断提高流动人

口健康生活水平。

据悉，活动现场通过有奖问答，派

发含有体温计、 医用酒精等日常备用

材料的健康包， 增强流动人口健康意

识。 现场共派发健康包 50 多份，百宝

盒 63 盒，宣传单张 300 多张、免费避

孕药具 800 只， 在辖区内形成良好的

宣传效果。

瑞宝街开展流动人口健康服务宣传活动

关爱流动人口 共享卫生健康服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晓素

通讯员 李湘林 ）

4 月 23 日是

“世界读书日”， 为培养幼儿爱

读书、乐读书、会读书的习惯，

营造“书香校园”“书香家庭”的

良好氛围， 瑞宝街道金碧南社

区居委会和金碧第三幼儿园联

合举办了丰富的读书日活动。

活动中， 各班掀起了亲子

阅读的热潮， 故事妈妈讲堂让

孩子和家长一起享受美好的亲

子阅读时光。 金碧第三幼儿园

负责人表示，本次“快乐阅读，

书香伴童年”活动，居委会、幼

儿园和家庭多方携手， 共同为

幼儿种下阅读的种子， 相信在

社区家园的共同浇灌下， 小小

的种子会爆发出勃勃生机，长

成参天大树。

金碧南社区

开展读书日活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晓素

通讯员 张少芳）

“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党的十九大报

告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为深入推进海珠区黑

臭水体治理工作， 改善水体质

量， 推动绿色发展， 让河水更

清，让民治更美。 近日，瑞宝花

园社区按照瑞宝街城管科下发

的《海珠区迎接 2019 年城市黑

臭水体整治专项行动宣传工作

方案》， 结合辖区的实际情况，

通过对饮食、食品等行业单位，

理发店和专业修车、 洗车行业

等重点行业进行宣传。 张贴治

水宣传画， 通过居委会电子宣

传屏进行有关知识的宣传，向

到居委会办事的群众宣传治水

重要性并派发宣传资料， 本次

宣传活动共派发《大家一起来

治水》画册 50 本，《海珠区餐饮

行业环保经营倡议书》30 份。

通过此次活动让辖区居民

认识到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

大家的生活环境更美丽。

瑞宝花园社区

开展环保宣传活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晓素 通讯员

刁宇）

为了动员居民关注肿瘤防治工

作，积极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4 月 17

日上午，瑞宝街联合广州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海珠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

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和瑞宝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一起在南洲北路好信广场

开展大型公众健康咨询活动。

活动现场，除了为居民提供健康咨

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珠江医院专科

专家咨询问诊之外，还进行了现场心肺

复苏技能教学、免费测血压、开展有奖

问答活动吸引了一大批居民群众踊跃

参与量血压、咨询健康问题等。

主办方表示，通过开展此次宣传活

动， 向广大群众传播了科学抗癌理念、

普及了抗癌核心知识、让公众了解癌症

预防的途径、癌症早诊早治的方法和癌

症治疗的相关知识，对营造全民防癌抗

癌的良好氛围起到了促进作用。

瑞宝街开展“科学抗癌 预防先行”健康咨询活动

营造全民防癌抗癌的良好氛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晓素 实习生

丘敏华）

4 月 25 日下午， 由瑞宝街道劳

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举办的瑞宝街

2019 年“民营企业招聘活动周”暨“来穗

人员服务周”专场招聘会在海珠新都荟

广场如期举行。 此次招聘会以民营企

业、中小微企业为主，共有 20 家单位入

场招聘，提供了 371 个岗位，囊括文员、

网络运营、会计、保安、司机等 92 个工

种。

据悉， 参加招聘的企业类型丰富，

涵盖信息科技、房地产、广告、物业管理

等常见行业， 其中也有一些较知名单

位， 如中国平安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新光百货有限公司海珠分公司

等。 每家企业的摊位都张贴了招聘海

报，明确标明了招聘工种、招聘人数、薪

酬待遇等内容，方便求职者快速了解相

关信息，找到最心水的工作。 招聘会现

场，前来求职的人员络绎不绝，有离职

待业的、应届大学生、准备跳槽者，还有

全职妈妈等，大家纷纷围绕在感兴趣的

企业摊位前，询问工作地点、工资待遇

等各种事项。 同时，不少招聘企业的工

作人员也十分积极热情， 主动出击，向

经过的每个求职者介绍企业情况，并派

发招聘宣传单。

除了企业招聘，当天还设置了劳动

政策法规、社会保险、技能培训等免费

咨询点， 工作人员一边派发宣传单张，

一边详细解答市民的相关疑问。 另外，

借举办招聘会的契机，现场开展了禁毒

“流动课堂”宣传活动，向市民宣传毒品

的种类、危害以及吸毒的三大诱因。

招聘会当天，瑞宝街道武装部部长

余道启和社区中心负责人陈伟献到场

指导了相关工作。 他们表示，这场招聘

会以促进就业困难人员、 本市失业人

员、来穗人员就业现场招聘为主，帮助

他们与企业搭建良好的交流平台。 据统

计，本次招聘会共吸引了 500 余人进场，

数十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瑞宝街举行专场招聘会

提供371个岗位 吸引逾500人进场

瑞宝街向居民普及抗癌知识。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