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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烟火气回来了

长者饭堂“复业”迎客

老人按一

定距离有序排

队取餐。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长者在家有困难 员村街送服务上门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你们

来啦，又要辛苦你们啦！ ”6 月 18 日中

午 11 点多，准备到饭点，袁阿姨迎来

了金鹏社工带来的饭菜，随之“送”上

门的还有家政和护理服务。

受疫情影响， 广州市“长者大配

餐”服务暂停近半年。 停业不停工，员

村街“长者大配餐”服务运营方广州市

金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动把服务

“送上门”。

提供医养结合上门服务

在疫情期间， 虽然员村街长者饭

堂未能开放， 但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稳

定，社工们已经多次上门，为登记在册

配餐的长者提供结合送餐、家政、护理

等多元化服务。

在刘叔叔和袁阿姨家中， 金鹏社

工负责搞卫生， 养老护理员负责做饭

和简单护理， 护士则为刘叔叔夫妇量

血压、检查身体，提出护理嘱咐。

“叔叔，最近身体怎么样？ ”“阿姨，

小心不要摔倒。 ”在服务间隙，社工会

跟老人闲话家常。 刘叔叔今年 84 岁，

做过心脏搭桥手术。 袁阿姨 81 岁，今

年 5 月做过颈椎手术。 夫妇俩行动都

比较困难，不便经常出门，便向金鹏社

工提出上门服务需求。

“老人的孩子都成家了，不与他们

住一起，我们在这个社区服务，给他们

多点关心， 慰藉心灵的同时也能随时

关注他们的身体状况。 ”金鹏社工刘青

霞说。

广州市金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

邢晓丽介绍， 在长者饭堂暂停开放的

时期，金鹏社工转变思路，为长者提供

线上居家护理指导， 并与集团旗下的

瑞康护理站合作推进社区服务与医疗

护理服务，实现星光老年之家最后 100

米的基层社区服务目标。

办理长护险享受上门护理补贴

金鹏社工中心和瑞康护理站提供

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主要有三大块：

家政助老，包括家政服务、专业照料服

务；康复护理，包括对有基础性疾病居

民进行康复指导、训练和理疗；医疗保

健，包括对患病居民进行上门问诊、医

疗护理和预防保健服务。

上述服务需要专业人士开展，是

有偿提供的， 有需要的居民均可到各

金鹏服务站现场咨询或电话预约，没

有年龄、户籍等限制。对于达到一定护

理需求等级的长期失能人员， 可通过

参保广州市长期护理保险， 享受一定

的护理保险待遇。

据悉， 广州市长期护理保险是指

以社会互助共济方式筹集资金， 对经

评估达到一定护理需求等级的长期失

能人员， 为其基本生活照料和与基本

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

资金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 符合条件

者， 可享受基本生活照料待遇最高达

103.5 元/人/日，享受医疗护理待遇最

高达 1000 元/人/月。

金鹏社工

为长者食堂参

与配餐居民提

供 上 门 送 菜 、

家政 、 护理等

多方面结合的

上门服务。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骑电动车也要戴头盔

员村街开展“五类车”专项整治行动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6 月起，

根据广州市和天河区治理“五类车”工

作部署，结合全国开展“一盔一带”安全

守护行动，员村街“五类车”综合执法队

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在辖内开展“红棉

剑锋”“五类车”专项整治行动。

记者看到，行动中，相关工作人员

在员村街各主要干道路口对来往车辆

进行督导检查，对驾驶“五类车”人员进

行开具罚单、查扣车辆处理。 罚单上通

常写着“驾驶超标电动车”“无证驾驶或

与准驾车型不符”“不戴头盔”的“三单

并罚”情况。这是为什么？记者邀请专业

人士解答。

合格电动车才可上路

员村街“五类车”综合执法队相关

负责人表示，根据 2019 年 4 月 15 日实

施的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17761 -2018）（以下简称：“新国

标”），与“旧国标”相比，电动自行车的

最高设计车速、整车质量和电动机额定

连续输出功率等方面作了新规定。“新

国标”主要变化是要求电动自行车具有

脚踏骑行功能， 最高设计车速不超过

25km/h， 整车质量应当小于或等于

55kg， 输出功率应当小于或等于 400w

等。

“具体可体现为， 合格的电动自行

车是有脚踏的，强化骑行功能，是非机

动车属性， 因此不存在上牌的问题；没

有脚踏的被认为是超标电动车， 也是

‘五类车’ 之一。 一旦发现驾乘‘五类

车’，我们即开出罚单和扣车。 ”相关负

责人说。

骑电动车也要戴头盔

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 公安部交

管局将在全国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

护行动，依法查纠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骑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以及汽车驾

乘人员不使用安全带行为。

因此， 在此次行动中，“五类车”驾

驶人通常会收到“驾驶超标电动车”“无

证驾驶或与准驾车型不符”“不戴头盔”

的“三单并罚”处理，并被查扣违规车

辆。车主需凭处罚单、购车发票、车辆合

格证、 身份证等资料于开具罚单 48 小

时内到交警大队处理。

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政策仍在过

渡期，对于合规电动车驾驶人没戴头盔

行为，暂未作出处罚，但会对其进行宣

传教育。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

熟悉

的烟火气回来啦！ 7 月 9 日，员村街六

个长者饭堂齐齐恢复营业。 由于目前

仍处于疫情防控时期， 长者们取餐只

能到饭堂自提， 不许堂食； 在饭堂现

场，需遵守佩戴口罩、测量体温、间隔

1.5 米距离排队等防疫措施规定。

仍是“原来的味道”

“我从 1 月 9 日之后就没在长者

饭堂吃饭了，今天刚好半年，又可以开

餐啦！ ”说起长者饭堂恢复营业，老人

们别提多开心了。7 月 9 日中午 11 点，

不少老人早早等候在员村街各配餐点

内。太久没订餐，老人们第一时间都是

给“饭卡”充值。

80 多岁的周叔叔把 A 餐和 B 餐

各订了一份，给自己和老伴带去。“疫

情期间都没有开餐，老伴行动不便，儿

女又不在身边， 我只能一天买多点菜

回去做饭。 如今可以做少一顿饭了。 ”

周叔叔感到非常开心。

首日开餐，员村街“长者大配餐”

服务配置仍是“原来的味道”：“主荤+

副荤+配餐+酸奶或例汤”。 其中 A 套

餐标准是 12 元/餐，是“两荤一素一酸

奶” 搭配；B 套餐标准是 16 元/餐，是

三荤一素一酸奶或老火汤。

补贴政策也是不变： 天河区户籍

70 周岁及以上老人和特殊困难户籍

老人，政府每餐补贴 6 元；天河区户籍

60-69 周岁老人，每餐补贴 4 元；广州

市非天河区户籍老人每餐补贴 3 元。

疫情防控措施足

近日，天河区民政局下发文件，对

各街道办事处、各养老机构提出要求，

长者饭堂要在做好防控的前提下，为

老年人提供到饭堂取餐和送餐上门服

务， 就餐场所落实常态化消毒通风工

作，实行分时段现场取餐，老人要佩戴

口罩，排队间距不少于 1.5 米。

早在 6 月中旬， 员村街民政科督

促配餐服务机构广州市金鹏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落实疫情防控设备， 制定长

者饭堂配餐取餐方案。经过多次审核、

演练， 员村街决定于 7 月 9 日开始提

供大配餐服务。

目前员村街长者饭堂新增不少防

疫措施。第一，配餐场所配备红外线测

温设备或手持测温仪。 社工和志愿者

协助老人测量体温、检查穗康码，并准

备消毒洗手凝胶。第二，地上贴上间隔

1.5 米距离的标签，老人取餐时需按标

签有序排队，注意间距。 第三，配餐点

不设堂食，老人需佩戴口罩前来取餐，

取后马上离开。同时，社工机构准备备

用口罩， 为忘记戴口罩的老人提供帮

助。

据了解，首日“复餐”员村街六个

配餐点订餐人数是 198 人， 约占原来

用餐量的 1/3。 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

未来扩大宣传， 将逐步恢复原来的供

餐量，建议老人提前一周进行订餐，若

有变动可提前一天告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