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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佳馨 蒋毅槿

通讯员 杨圣裕）

近日，林和街道辖区内

爱心人士陈源池共捐助了 30 万元人民

币，主要用于林和街道辖区内困难家庭

孩子助学，帮扶困境儿童、困难家庭、重

点优抚对象及贵州毕节对口帮扶等。 这

是林和街成立以来，收到的辖区内爱心

人士单笔捐款最多、善款作用范围最广

的一次爱心捐款。

在林和街，有这样一些残疾学生或

贫困家庭学生：尽管条件艰难，他们与

家人仍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就学。 为了

帮助这些孩子， 经各社区摸查评估，林

和街道办事处在陈先生的善款中，安排

6.7 万元帮扶 13 名学生，帮助他们克服

困难，让他们圆梦学园。 此次受助的困

难家庭纷纷表示非常感谢政府，感谢陈

先生。

就读于广州市职中的小黄同学，

其父早年因病去世， 其母靠打临时工

来维持家庭的生活开支。 如今， 其母

身体欠佳， 家庭日常开支和学习成本

费用难倒了他们， 此次困难家庭助学

善款对他们来说非常及时， 无疑是雪

中送炭， 帮助他们摆脱泥泞、 渡过难

关。

而就读于广州市七十五中学的小

钟同学，其父中风偏瘫， 其母无工作，

是低保困难家庭。 夫妻二人一直对儿

子心怀愧疚， 孩子学习努力， 但自己

却没有条件去支持他。 此次困难家庭

助学善款对于他们来说分量很重， 他们

十分感恩， 同时也表示会合理安排资

金，更好地关爱自己的孩子。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教育，让孩子接

受良好的教育，是每个家庭和社会的共

同责任。 林和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妙娟勉

励受捐学生， 希望他们能更加发奋图

强，认真学习，实现正能量的传承，共同

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并表示将继续

发动更多爱心人士和企业帮助更多的

孩子们，让他们走出困境拥抱未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佳馨 蒋毅

槿）

为了严厉打击“两非”违法行为，净

化生育环境，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的法

律意识，天誉社区在 11 月 13 日开展了

以打击“两非”为主题的法治宣传服务

活动。

据天誉社区介绍，非法开展非医学

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选

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即 “两非”行

为）

不仅是对生命的不尊重，更触犯了

国家法律，同时也对综合治理出生人口

性别比工作造成较大影响。

本次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接受

群众咨询、讲解法律政策等形式，宣传

“两非”的危害性及严厉打击“两非”的

意义，普及卫生计生法律法规、奖励扶

助政策以及科学育儿知识，引导群众树

立“关爱女孩、男女平等”的婚育新观

念，现场有不少居民前来咨询。

活动现场免费发放了宣传资料上

百余份，使广大群众对人口计生政策有

了新的认识，实现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

同宣传同管理同服务，有效地提高了群

众的法律意识，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佳馨 蒋毅槿）

11 月 20 日，广州首家“警保邮”便民服

务门店在广州市天河北路 366 号都市

华庭首层正式开业！ 据了解，该门店由

广东平安产险联合广州交警、广州邮政

共同打造，该便民服务点除提供基本的

保险服务外，还可以办理包括补换驾驶

证、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号牌等在内

的 24 项车驾管服务。

据了解，在门店内，驾驶人补换证

可实现一站式办理，体检、拍照、业务申

请可现场一次性完成，新证完成制作后

由邮政寄递至驾驶人手中。 正常情况

下，广州市内自业务申请到收到证件全

程仅需 3~4 个工作日。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门店

刚开业不久，前来办理业务的人还不算

太多，在继都市华庭门店后，更多的服

务网点也将陆续引入“警保邮”服务，让

广大市民能够享受到家门口的一站式

便捷服务。

前来办理车管业务的李先生表示，

以前每每想到要去车管所办理业务都

很头疼，不仅路远还经常堵车，“以前办

证还要先去医院体检， 再去照相馆照

相，然后到车管所窗口去办业务，现在

可以直接在这些便民服务点办理就方

便多啦。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蒋毅槿

通讯员 刘杰）

为了进一步普及禁

毒知识，加强学校禁毒宣传力度，

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的意

识和能力， 在校园内营造人人参

与禁毒的良好氛围。 11 月 14 日，

林和街道禁毒委走进广东水利电

力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禁毒宣传

进校园”活动。

活动现场， 通过宣传展板和

宣传横幅， 用真实详细的案例和

生动逼真的图片来介绍毒品给人

们的生活、 学习与工作带来的危

害， 同时警醒全校师生一定要严

谨自律，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此

外， 还用各种毒品模型展示了鸦

片、K 粉、冰毒、麻古、海洛因等常

见毒品的形状和样子， 让学生们

近距离观看辨识毒品的原貌，并

耐心地为他们讲解了一些青少年

违法吸毒案件， 以及如何识别毒

品和防毒拒毒等相关知识， 告诫

学生要抵制不良诱惑， 要珍爱生

命，对毒品坚决说“不”，要追求健

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活动结束后， 现场还举行了

禁毒宣传签名， 学生代表在横幅

上签名，共同承诺将从自身做起，

坚决抵制毒品， 维护学校和平安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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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佳馨 蒋毅槿

通讯员 陈瑜 ）

为响应区局加强“119”消

防安全宣传月宣传工作的要求， 增强辖

内区域安全联防能力， 保障人民群众的

财产安全，近日，林和街联合天河北裙楼

大都会广场、国贸中心、市长大厦举行大

型消防联合演习宣传活动， 林和街及区

消防中队有关负责人出席了此次活动。

随着总指挥发出演习开始的指令，

紧张有序的演练开始了！ 市长大厦四楼

出现着火点， 国贸大厦、 市长大厦、 大

都会相关工作人员立即应急响应， 紧急

疏散大厦所有业户到广场集合区或避难

层， 并组织安防部灭火组出动， 对着火

点进行射水支援灭火演示。 随后， 消防

云梯车、 水泡车、 派出所警车、 120 救

护车到场救援， 消防战士进缓降器下滑

展示。

除了进行应急演练外， 现场还进行

了灭火器防毒面具讲解示范、 急救包扎

紧急救护体验、模拟烟热帐篷体验、灭火

器灭火体验等应急技能培训及体验项

目。 林和街安委办共同参与了此次大型

联合应急演练并于市长大厦广场设摊开

展安全生产宣传工作， 发放安全宣传单

张折页共 1000 余份， 小礼品 100 余份，

此次活动安全气氛浓厚， 市民踊跃参与

到各式各样活动中。

市长大厦突然起火？ 原来是消防演练

消防演练现场。 通讯员供图

30万捐助款帮扶困难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