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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帮

石牌街举行“人人慈善为人人”慈善活动，第三个优秀方案顺利开展

迎春送福，善汇石牌

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敏）

为了宣

传慈善文化、资助和建设社区组织与志

愿服务，宣传“人人慈善为人人”的慈善

理念与文化，在社会上营造一种鼓励友

善行为的风气，近日，“合地杯”慈善活

动策划大赛之“人人慈善为人人”善汇

石牌慈善活动陆续在堂会 KTV

（天河汇

商业广场店）

、 穗园社区青少年文化广

场和暨南大学校园举行。

2020 年 12 月 5 日“合地杯”慈善活

动策划大赛开展，三个优秀的方案在参

赛团队精心的设计和评委审慎评审下

产生。 12 月 24 日，第一个优秀方案“关

爱特殊人群” 慈善活动落地；12 月 26

日，第二个优秀方案“慈善助力环保”慈

善活动实施；2021 年 1 月 15 日，以“关

爱老年人，贺新春送祝福”为主题的第

三个慈善活动方案顺利开展。

1 月 11 日及 14 日， 石牌街社工服

务站分别在南大社区和暨大社区举行

“党建引领，新春为民送福”的开笔送福

仪式，邀请天秀大地书画会成员、暨南

大学老年书画协会翰墨挥毫，为 1 月 15

日“迎春送福，善汇石牌”慈善活动做充

分准备。

1 月 15 日上午， 在广州市慈善会、

石牌街道党工委指导下，广州市石牌街

社工服务站党支部引领石牌街社工服

务站联合广东合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支部、 广东合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暨大社区居委会、暨南大学旭日青年志

愿者服务队，以“广州市慈善会善汇石

牌社区慈善基金”名义，在暨南大学校

园内开展“迎春送福，善汇石牌”慈善活

动。 活动目的是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关爱老人”为主线，推动企业党团支部、

高校社团组织参与社区事务与发展，宣

传慈善理念，促进居民福祉。

“合地杯” 慈善活动策划大赛的第

三个优秀方案经过社工站与暨南大学

研究生“奶黄流心酥”团队的优化，融合

“传统文化”“关爱老人”元素，给社区带

来年味浓厚的“人人慈善为人人”的慈

善活动。

勇闯迷宫寻口罩、拼图造句、我划

你猜、集赞助慈善、慈善义卖、羊城家政

咨询服务，丰富的活动形式吸引不少居

民前来参与、了解。

便捷生活，就在我们身边

如何开通？

安卓手机用户请使用应用宝、 苹果手机用户请使用

App Store 下载最新版本羊城通 APP（6.2），点击 APP 首页

上方的“乘车出行”，选择上方“广州公共交通”标签按提示

步骤开通。 如此前使用羊城通 APP 时已开通乘车码免密支

付，可直接使用原免密方式支付广州公共交通乘车码费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记

者从广东省民政厅获悉， 省民政

厅、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数字

广东网络建设有限公司联合制定

粤省事关爱老年人服务举措，聚焦

涉及老年人的高频事项和服务场

景，将适老化设计与“数字政府”服

务体系相结合，近日针对老年人使

用“健康码”有困难，升级健康防疫

核验系统，老年人到医院等公共场

所，只需出示身份证，即可完成人、

证、码“三合一”查验。

据悉，广东继在“粤省事”平台

上推出“粤康码”后，近日再度升级

健康防疫核验系统。 数字广东网络

建设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该健康防疫核验系统，无法出示

电子健康码的群体，尤其是没有智

能手机或是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

老年人群体， 只需出示身份证，即

可完成人、证、码“三合一”查验。 查

验过程不超过 3 秒，系统上就会显

示个人实时核验的健康状况。 这一

便民利民的措施不仅省去了老年

人操作手机的麻烦，让老年人办理

高频事项有了更周全、 更贴心、更

直接的便利措施，而且减轻了管理

人员的工作压力、缩短了人员进入

场所的等待时间， 避免了人员聚

集，实现智慧防疫与便民出行“两

不误”。

目前，健康防疫核验系统处于

试运行阶段，接下来将推广到更多

的公共场所、大型企业，减缓公共

场所和企业疫情防控的压力，为老

年人群体出行提供更便捷的体验，

助力全省疫情防控管理工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穗政数宣 穗建行宣）

市民、企业办事又

有了新去处！ 近日，广州市政务服务数

据管理局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举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全

面业务合作签约仪式，并发布“穗好办”

政银合作建设银行 283 家服务网点名

单。 广州市民、企业通过建设银行智能

柜员机，可办理社保、公积金、工商等 13

大类共 123 项高频事项。

2020 年以来，广州市着力打造“一

网通办、全市通办”的“穗好办”政务服

务品牌。 为全面提升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建设水平，构建网上网下融合的“穗

好办”办事服务体系，市政务服务数据

管理局充分发挥建设银行广州分行网

点覆盖率高、金融科技实力强、服务资

源丰富的优势，积极探索推进“政银合

作”， 大力推进广州网上政务服务向银

行网点延伸，推动政务服务事项进驻银

行智能柜员机。

据了解，建设银行广州分行是全市

首家与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开展“政

银合作”的商业银行。 目前已有 283 个

服务网点近 1000 台自助终端提供高频

政务服务，涵盖社保、公积金、工商、税

务、公安、残联、司法、不动产、住建、海

关、民政、卫健、公共服务等 13 个大类

共 123 项。

除了将政务服务送进社区，建设银

行广州分行还与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

局创新推出“政务 G 端+银行 B 端+群

众 C 端 ” 政

银融合服务

模式，将综合

性政务服务

一体机向乡

村街道输出，

并同步在政

务服务一体机上线水、 电煤等 15 项生

活缴费功能，让乡村办理政务服务更加

便利。

据悉，广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还将与各大银行等社会机构展开深度

合作，充分挖掘双方优势，实现多渠道

资源共享，推出更多渠道、更多领域的

合作项目，共同打造“一网通办、全市通

办”的“穗好办”政务服务品牌。

银行柜员机也能办社保缴水电费

广州公交地铁实现“一码通行”

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

敏 通讯员 余红玲）

坐公交打

开羊城通乘车码， 乘地铁打

开广州地铁乘车码， 广州的

公共交通何时才能实现“一

码通行”？记者近日从羊城通

公司获悉，广州已实现公交、

地铁“一码通行”，试运行期

间， 用户只需下载或更新最

新版羊城通 APP

（

6.2

版）

，在

APP 首页“乘车出行”版块内

的“广州公共交通”注册开通

服务， 即可搭乘广州公交和

地铁， 后续将根据试运行情

况逐步扩大到其他第三方应

用端。

如何使用？

打开最新版本羊城通 APP，进入乘车模块，选

择“广州公共交通”，生成二维码，即可刷码乘坐公

交、地铁。 目前，“广州公共交通一城一码”只在羊

城通 APP 开放，如在使用中遇到任何疑问，可拨打

羊城通客服热线 4008-440-001 咨询。

老年人一刷身份证

即知健康码

▲

“党建引领，新

春为民送福” 开笔送

福仪式。

荩

慈善义卖活动

吸引不少居民参与。

受访者供图

▲

活 动 现 场

挥春送福，营造浓

厚的节日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