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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独居老人送热水壶 在老旧楼宇加装扶手

建设街暖心故事一个接一个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通讯

员 廖小运

）一个书包、一个电饭煲、

一个电热水壶……这些看似简单的

心愿，对于有需要的居民群众来说却

是一份最暖心的礼物。 日前，建设街

通过社区牵线，党群互助，为辖内有

需要的居民实现一个个“微心愿”，上

演了一个个暖心故事。

电热水壶坏了 党员及时送温暖

家住建设大马路社区的李伯伯、

梁阿姨是社区的独居老人，两口子依

靠着微薄的退休金相依为命。 日前，

他们家里的电热水壶发生故障，导致

无法正常饮用热水。 当社区党支部

工作人员得知情况，了解到李伯伯的

微心愿是想拥有一个电热水壶后，第

一时间通过“越秀人家”小程序将李

伯伯的微心愿发布出来。 微心愿发

布不到半天时间，在职党员赵先生在

线进行了微心愿认领。

第二天早上，党员赵先生带着一

只崭新的电热水壶来到社区居委会，

并在社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上门探

视了李伯伯和梁阿姨。 夫妻俩开心地接

过电热水壶并连声道谢：“谢谢社区对

我们的关心，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

关怀，太谢谢你们了！ ”

社区牵线，党群互助。 一个个小

心愿的实现， 一件件小事情的落实，

不仅加强了党员与社区困难人群的

沟通来往，更有效激发了党员服务群

众、服务基层的先进模范作用。 下一

步，建设大马路社区党支部将不断深

化爱心帮扶工作要求，进一步将“微

心愿”活动制度化、常态化，通过收集

愿望、线上认领、线下实现的方式，把

“微心愿”活动办成人人乐于参与、人

人能够参与的公益活动，让困难人群

真正感受到来自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老人出行不便 旧楼装上新扶手

中马路社区根据街道党工委的

工作安排，并结合社区的实际情况，以

“我为群众办实事”为主题，发动辖内机

团单位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积极为

群众排忧解难。辖内机团单位广州市林

业和园林局党委积极响应街道开展

的微项目和微心愿认领活动。

针对建设四马路 49 号至 53 号

的三个花基土地裸露、绿植缺失的问

题， 以及二马路东十四街 27 号老旧

楼宇老人多，想在楼道加装扶手等问

题，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党委第一时

间到现场勘查，并制定施工方案。 经

过几天的紧张施工， 为建设四马路

49 号至 53 号的三个花基补种上植

物，解决了原来土地裸露、绿植缺失

的问题，美化了社区环境。同时，为建

设二马路东十四街 27 号老旧楼宇的

楼道中加装了不锈钢扶手，给社区长

者提供便利的出行环境。

建设街文化站举行历史文物图片展

了解建设新村红色印记，从这里开始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通讯

员 廖小运

）4 月 30 日， 建设街文化

站携手南汉二陵博物馆， 在榕树头

艺术中心开展“留住记忆 建设新村”

———历史文化图片展览活动。

展厅中，38 块展板错落有致地

粘贴于展墙上， 结合广州城史向大

家讲述了建设新村的发展历史、 考古

成果和街区周边的红色印记。丰富的展

出内容加上专业的讲解，吸引了众多社

区居民的热情参与，街坊们纷纷表示虽

然在建设街生活了这么多年，但还是第

一次这么全方位地了解建设地区的

历史变迁。 通过看展览，他们不仅了

解了建设地区的“前世今生”，更感

知了中华历史文化的魅力。

此次展览结合广州城市发展进

程，讲述了新村的历史，宣传弘扬了

街区附近红色革命历史， 加深居民

对历史文化的了解， 增强居民对街

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为广州历史

记忆的保护和传承起到宣传作用。

建设街文化站有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文化展览进社区活动，不仅

为群众提供亲密接触文博知识的机

会， 还为社区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

公共文化服务。 据悉，此次展览还打

造了集知识性与互动性为一体的历

史主题文化活动。 为社区群众开展

文化工作，提升居民素养，促进社区

和谐， 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发挥

积极作用。

建设街文化站在榕树头艺术中

心开展历史文化图片展。

建设街开展节水宣传活动

引导市民养成节水好风气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通讯

员 廖小运

）为加快生态建设，宣传生

态文明理念，促进全街水资源管理规

范化建设和节水工作的深入开展，近

日，建设街紧密围绕“贯彻新发展理

念，建设节水型城市”节水宣传主题，

开展节水宣传活动。

活动开展前， 建设街城管办、各

社区居委做好宣传工作， 利用宣传

栏、广播等宣传工具宣传节水环保的

理念，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好

传统，反对铺张浪费，合理使用水资

源。 活动当天，建设街在榕树头文化

广场举办了节水宣传活动，通过拉挂

宣传横额、 宣传节水方法等方式，动

员居民群众增强节水意识，并耐心解

答居民关于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

注意事项。建设街在大力宣传中增强

居民节水环保意识，引导群众积极参

与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倡导“节约光

荣，浪费可耻”的行为，全面提高居民

的节能意识。

节约用水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

的工作，市民需从日常工作、生活中

“节约每一滴水、不浪费一滴水”等做

起，养成节水的良好习惯。下一步，建

设街将以此次节水宣传周活动为契

机，进一步加强节水宣传工作，切实

抓好节约用水工作，形成全民节水的

良好风气。

法治园地

拖欠产假工资差额

职工可申请劳动仲裁

2018 年 5 月 10 日，林女士与广州市某

供应链有限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合同

期限为 3 年， 自 2018 年 5 月 10 日至 2021

年 5 月 9 日。职位为 IT 部门的 VE 设计师，

工资为 15000 元。 2019 年 8 月份，林女士怀

孕。 公司得知林女士怀孕后不久， 于 2019

年 12 月份，跟林女士协商调岗，让林女士

从 VE 设计师调整为行政部客服岗位，工

资不变。 考虑到工作强度下降了，且工资不

变，林女士接受了公司的调岗要求。

2020 年 5 月，林女士开始休产假。产假

期间， 公司一直按照 3000 元/月的标准向

林女士支付生育津贴。2020 年 11 月份林女

士休完产假回到工作岗位。 多次跟公司领

导申请要求发放产假工资差额， 但公司领

导表示，之前每个月发放的 3000 元就是全

部的产假工资。 与公司领导多次沟通无效

后， 林女士向所在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提起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承担支付产假工

资差额、经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等各

项款项共计 80000 元左右。 经过所在区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 最终公司赔偿

70000 元左右结案。

律师认为，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

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

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以及根据《广东

省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 女职工按照规定休产假或

者计划生育手术假的， 享受国家和省规定

的生育保险待遇。 用人单位未参加生育保

险或者欠缴生育保险费， 造成女职工不能

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 由用人单位按照本

省及所在统筹地区规定的生育保险待遇标

准向女职工支付费用； 其中生育津贴低于

女职工原工资标准的， 用人单位还应补足

差额部分。

前款所称女职工原工资标准， 是指女

职工依法享受产假或者计划生育手术假前

12 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前 12 个月的月平均

工资按照女职工应得的全部劳动报酬计

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

津贴、补贴等货币性收入。 前 12 个月的月

平均工资低于女职工正常工作时间工资

的，按照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标准计算。女职

工享受假期前在用人单位工作未满 12 个

月的，按照其实际参加工作的月份数计算。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

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的规定，用人单位

存在拖欠工资的， 劳动者可以单方解除劳

动合同，且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

故用人单位存在拖欠女职工产假工资

差额的， 劳动者可以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

定，向用人单位发送《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书》，且同时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

仲裁。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产假工资差额、经

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等各项赔偿。

大马路社区法律顾问 广东君信律师

事务所 李海鹏

信息时报记者 张玉琴 整理

建设街开展节水宣传活动。

建设街通

过 社 区 牵 线 ，

为独居老人送

上电热水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