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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版

订位

粤语版

粤语释词

粤语日常用语，起码、至少

的意思， 也有随随便便达到某

种水平之意。

每天看时报的熊仔

闲闲哋

上星期，滨江中路某小区，

夫妻俩的对话。

女：下周就中秋啦，你打算

那天晚上在家里吃还是出去吃

啊？

男：今年在外面吃算啦，免

得自己弄了，那么麻烦。

女：哇，出去吃饭随随便便

也得几百元， 而且还要提前订

位。

男 ：难得过节 ，无所谓啦 ，

我昨天叫了儿子帮忙订了。

女：那去哪一家啊？ 通知了

你的爸妈没有？

男：街口那家酒楼咯，环境

跟出品都不错， 等订好再叫他

们吧。

女：那你决定啦，你搞定就

行了。

订位

上星期，滨江中路某小区，

两公婆

嘅

对话。

女：下个礼拜就中秋啦，你

谂住嗰日晚黑系屋企定係出去

食啊？

男：今年系外边食算啦，费

事自己搞喇，咁麻烦。

女：哇，出去食饭闲闲哋都

几旧水，加上仲要提前订位喔。

男 ：难得过节 ，冇所谓啦 ，

我琴日叫咗个仔帮手订喇。

女：咁去边间啊？ 通知咗你

老窦阿妈未？

男：街口果间酒楼咯 ，环境

同出品都几好， 等订好再叫佢

哋啦。

女：咁你话事啦 ，你搞掂就

得喇。

白

话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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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谭

啟菊 通讯员 卢俊康 ）

近

日， 随着海珠涌丫墩桥码

头建成投入使用， 海珠区

15 条河涌的 16 个码头完

成升级改造。 记者从海珠

区城管和执法局了解到，

今年以来，该局投入 60 万

元对河涌环境进行整治。

近日上午， 记者跟随海珠区城管和

执法局工作人员来到了海珠涌丫墩桥码

头。 只见昔日用于临时上落的码头已经

被拆除，在怡海路一侧的岸边，一个崭新

的码头正在投入使用。

已经工作多时的保洁船只停靠在码

头， 环卫工人清运完垃圾后， 正解开绳

索，准备继续作业。“我们上下方便多啦，

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环卫工人告诉记

者，自从码头升级改造后，他们的工作环

境也改善了很多。

上述码头只是海珠区城管和执法局

在河涌治理方面的成效之一。 海珠区城

管和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

该局重点针对河涌沿岸环境，投入 60 多

万元，在海珠涌等 15 条河涌升级改造了

16 个码头。

目前，石溪涌、五凤涌、康乐涌、土华

涌和磨碟沙涌等 15 条河涌都拥有了安

全方便的码头。 据了解， 海珠区共有 74

条河涌，全长 120 余公里。 接下来，海珠

区城管和执法局还将继续对部分河涌的

码头进行升级改造。

海珠区城管和执法局改善河涌环境

16个河涌码头升级改造

信息时报讯 （见习记

者 陈紫娴）

9月10日，南沙

区龙穴街在海港大厦举办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 主题教育区域化党

建展演活动。 据悉， 本次

展演活动龙穴街发动了辖

区13个党组织参加， 是区域化党建的又

一次联动，也是活动形式的创新。

本次区域化党建展演活动包含了朗

诵、独唱、舞蹈、音乐剧、歌舞剧、情景诵、

魔术、合唱等表演形式，给13个党组织的

观众带来一场意犹未尽的表演。 其中，情

景诵节目《丰碑》的表演人员用饱含情感

的语言、 生动形象的肢体表达引起情感

共鸣， 观众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向革命

先辈们致敬。 三句半节目《厉害了，我的

国》，表演人员用新颖幽默的表演形式细

数我国取得的突出成就， 逗得大家哈哈

大笑。 歌舞表演《三圣花开龙穴腾飞》中，

年近古稀的

疍

家爷爷奶奶们用歌舞剧的

形式再现龙穴岛的发展历史， 让在场观

众动容。 最后，全体观众一起挥舞着五星

红旗合唱《歌唱祖国》，礼堂变成一片红

色的海洋。

此外，活动现场还为获得“最佳人气

奖”的五个党组织颁发奖杯，同时为辖区

各个区域化共建单位颁发龙穴街“同心

共建共治”纪念牌。

龙穴街作为南沙区最年轻的街道，

是我国三大造船基地、国家级保税港区、

广州港主力港区所在地。 近年来，龙穴街

提出区域化党建工作“党建联动、资源共

享、服务联手、发展联促、和谐共建”五个

机制， 开展区域化党建进企业共商共建

活动、 发挥好党群服务中心区域化党建

活动主阵地的作用、 不断丰富区域化党

建活动形式， 初步形成了区域化党建工

作新格局。

龙穴街联动13个党组织举办党建展演活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

小远 见习记者 聂 佩 文 ）

今年3月，南沙区按照广州

市“令行禁止、有呼必应”

基层党建工作格局要求，

率先启动镇街管理体制机

制创新，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

局， 其中， 网格化服务管理是重要的一

环。 近日，记者获悉，榄核镇网格中心成

立近2月，拥有网格员167位，完成网格事

项2万余件，摸索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榄

核模式”：网格员是巡查员、信息员、管理

员、监督员和宣传员，他们走进村企主动

发现问题，切实提升服务水平。

率先引入第三方督导网格员工作

榄核镇网格中心以镇来穗人员和出

租屋服务管理中心为主体， 整合其他部

门工作人员共同组成网格中心，当前，榄

核镇划分55个基础网格，每个网格配备2

名专职网格员，推进构建镇“1+24+55Y+

N”模式，即“1个镇网格中心，24个村(

居

)，

55个网格，一格多名专职网格员(

因需增

加

)，N名兼职网格员(志愿队伍、群防群治

队伍)”管理体制。

“小网格，大服务，一支队伍管到底”

是榄核镇网格中心的工作理念。 为了进一

步提升服务水平，网格中心作为全区首例，

率先引入第三方督导对网格员工作进行

考核。 网格工作人员的考核标准除了日常

巡查、工作自评之外，还受群众满意度影

响。网格中心负责人陈玉萍表示，每个网格

根据第三方公司测评基础数据有不同难

度系数设定，也会保证考核的科学性。

从被动解决问题到主动发现问题

在陈玉萍看来， 每个网格员是政府

与群众的直接联系人， 也是打通政府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人。 榄核镇55个

网格均分别配有2名网格员，每天发现网

格事项1600件左右。 网格员每日2次巡

查，有时周六周日也不休息。

网格中心数据组的莫颖负责网格事

项的收集统计，她有着明显的感受。“僵

尸车” 是指长期无人使用废置在路边的

车辆，占用道路资源，存在安全隐患。 以

往处理“僵尸车”并不多，但网格工作开

始20天，就收到近30辆“僵尸车”报送。

陈玉萍介绍， 之前企业每个月都会

接受来自劳动监察部门、 环保部门等多

个部门的检查，效率低下，也会影响企业

正常运营，而现在，网格员承担了以上多

个部门的职能，一支队伍只用敲一次门，

让企业安心谋发展。

目前， 榄核镇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

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但基本摸索出了

属于自己的“榄核模式”。 在榄核镇，网格

员承担起巡查员、信息员、管理员、监督

员、宣传员的工作，用脚走村企、用眼检

不足、用手促管理、用耳集民情、用嘴宣

政策，而网格化服务也向“专业管理、深

度服务”升级。

网格工作有了“榄核模式”

榄核镇网格中心成立近两个月，完成网格事项2万余件

海珠涌崭新的丫

墩桥码头目前已投入

使用。

信息时报记者

谭启菊 摄

展演现场。 通讯员供图

网格员派发防溺水宣传单张。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