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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版

放假

粤语版

粤语释词

即店铺。因为店铺都是开在路边，是

建筑物离外面最前的部分，属于“头”，所

以广东人将店铺称作“铺头”，但为了区

别头部的头，铺头的“头”粤语不是读正

音而是读第四声“tau4”。

时报读者 袁肃

铺头

前日晚上，江南大道中一酒楼，两个

师奶的对话。

师奶

A

： 刚刚逛街好像安静了很多

的。

师奶

B

：是啊 ，我们那边也是 ，很多

店铺都没开了。

师奶

A

： 本来年底应该很多人逛街

买东西南才对的。

师奶

B

：是呀，为啥呢？

师奶

A

：应该是今年过年早，很多外

地人回老家过年了都走光了。

师奶

B

：那也不用这么早走嘛，还有

差不多两个星期才是过年。

师奶

A

：哎呀，你以为人家跟你一样

呀，从昌岗路回华贵路那么近呀。

师奶

B

： 我知道很多人大老远地回

去一次，但也不用提早那么多天吧。

师奶

A

：人家跟你想的不一样，反正

一年休一次，所以干脆休够一个月喽。

师奶

B

：哇 ，放差不多一个月假 ，他

们真爽。

师奶

A

： 那人家平时没得休你又不

知道呢。

放假

前日晚黑，江南大道中一酒楼，两个

师奶

嘅

对话。

师奶

A

：正话行街好似静咗好多嘅。

师奶

B

：系啊，我哋嗰边又系，好多铺

头都冇开喇。

师奶

A

： 本嚟年底应该好多人行街

买嘢先啱嘎。

师奶

B

：系呀，点解呢？

师奶

A

：应该系今年过年早，好多外

地人都走晒返乡下过年喇。

师奶

B

：都唔使咁早走嘛，仲有成两

个星期先至系过年。

师奶

A

：哎呀，你以为人家同你一样

咩，昌岗路返华贵路咁近呀。

师奶

B

：我知好多人山长水远返去一

次，但都唔使提早咁多日吧。

师奶

A

：人哋唔同你咁谂嘎，反正一

年休一次，所以索性休足一个月啰。

师奶

B

：哇 ，放成个月假 ，佢哋咪好

正。

师奶

A

： 咁人哋平时冇得休你又唔

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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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卫静雯）

“登录手机微

信—选择退休人员服

务—刷脸认证—选择菜

单确认—下载打印完

成”。不够 10 分钟，退休

人员就可开具个人证

明。近日，记者从海珠区

人社局退休职工管理中心获悉， 海珠

人社“指尖办事”平台开通社会化退休

人员管理业务在微信上线办理后，25

万海珠区退休老人不出门就可办理退

休业务。

“指尖办事” 可随时办理人社业务

据介绍， 海珠区人社局打造的微

信“指尖办事”平台，将就业、社保、社

会化退休人员管理等 126 项公共服务

事项纳入平台。通过运用人脸识别、电

子印章和大数据等信息技术， 群众只

需登录微信“刷脸”认证，动动手指就

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人社业务， 体验到

“网上购物”般的便捷。 同时，从“现场

办”到“指尖办”， 服务窗口由 7 个变

成 1 个。

目前，126 项人社网办公共服务

事项中，98 项业务实现了“零跑腿”，

28 项按照法定要求“最多跑一次”。 过

去需要预约到服务窗口现场办理的事

项，如今变为手机“刷脸办”“指尖办”。

据悉， 该区人社局还建立起人社数字

档案库，将就业、人才、退管等部门 45

万份档案材逐步数字导入“指尖办事”

平台。 群众“刷脸”登录平台选择档案

业务菜单，即可知晓档案存放地点，并

由平台远程验证授权在手机上查询数

字档案， 还可申请开具电子证明或办

理档案存放、提取业务，充分释放了数

字档案的服务价值。

“个人画像”为群众推送个性服务

此外， 海珠区人社局在数据信息

共享、业务集成基础上，通过群众办事

事项、 年龄、 社保等个性信息构建起

“个人画像”，预判群众潜在服务需求。

探索由系统数据智能化自动匹配，精

准推送针对群众个人需求特点的“个

性服务”，建立复合服务机制，打造全

生命周期服务闭环。

比如公众在“指尖办事” 服务平

台申报人才入户业务， 系统平台会为

其“量身定制”， 匹配推送相关创业

担保贷款补贴、 人才补贴、 社保政策

等信息及办事指引； 而失业群众在办

理“失业登记” 后， 平台又会“急其

所需”， 匹配推送申领失业保险待遇、

就业补贴、 职业技能培训、 办理退休

等相关信息， 引导其办理相关服务事

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范敏玲

何银波 梅花 ）

昨日，黄

埔区举行教育集团集中

授牌活动， 为第二批成

立的 5 大教育集团成员

单位， 以及首批教育集

团新增成员单位授牌。

至此，黄埔区区共有 10

个教育集团，涵盖全区 41 所学校和 2

家企业。

第二批挂牌成立的五个教育集团

分别是：黄埔职业教育集团、广州科学

城教育集团、 广州开发区中学教育集

团、黄埔长洲教育集团、广州知识城教

育集团。此外，广州市第八十六中学教

育集团、广州玉岩教育集团、广州开发

区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核心成员单位

也在当天授牌活动上为新加入的成员

单位授牌。

据悉， 此次挂牌的教育集团将通

过集团化运作， 尝试推进教师评聘交

流、绩效评价激励、课程开发设置等方

面的改革创新，实现更广泛、更有效的

教育供给。

近年来， 黄埔区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人口数量激增，人口结构年轻化，

“有书读”和“读好书”成为民生需求的

敏感关切点。 2018 年 12 月，黄埔区首

批 5 个基础教育集团挂牌成立。 2019

年 10 月，黄埔区推出《广州市黄埔区

进一步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若干办

法》

（简称 “教育

10

条 ”）

，在加大投入

和机制创新上下“大手笔”，年均增加

教育投入超过 1.5 亿元。 其中，设立集

团化发展专项经费， 纳入公办基础教

育集团核心成员单位的部门预算中安

排，用于信息化建设、骨干教师流动、

优质课程开发、教科研训联动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谭啟菊）

2019

年 12 月 25 日，信息时报上线“追梦十

年”抖音挑战赛，邀请广州街坊以 8~

30 秒段视频的方式，畅想未来。 目前，

活动圆满结束，排名靠前的是 @ 老牛

等三位街坊， 他们将分别获得由信息

时报社提供的 4 张珠江夜游船票。

活动发出后，市民踊跃投稿，通过

毕业证、 结婚证、 房产证等标志性证

件，展示了自己精彩的十年。有市民觉

得培养了越来越多优秀的学生， 感觉

很自豪； 也有市民感慨自己的努力，

将所有证书合体亮相。 对于未来十

年， 有市民表示， 希望能够做更多有

价值的事情， 不用单纯为了金钱而奋

斗。 获奖市民黄小姐表示， 很开心参与

了此次活动， 接下来计划和家人一起

夜游珠江。

人社“指尖办事”平台开通退休人员管理等126项公共服务业务

办退休业务，就像“网购”般便捷

信息时报“追梦十年”抖音挑战赛圆满结束

市民晒证，展示自己的精彩十年

黄埔区成立第二批五大教育集团单位

教育集团“联手”，推动教育优质化

荩

获奖市民黄小姐表示将和家人一起夜游珠江。 受访者供图

荩

工作人员演示用微信小程序网

上办理人社局业务。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

从“现场办”到“指尖办”， 海珠

区人社局服务窗口由

7

个变成

1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