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铄仪）

近

日， 黄埔区各镇街陆续开展居民核

酸检测工作。 为致敬奋战一线的工

作者， 6 月 8 日~11 日， 黄埔区文

明办举办“防疫有我 文明同行” 网

络文明传播活动， 邀请市民分享身

边防疫的暖心小故事。 截至记者发

稿时， 活动共吸引 3124 人次浏览。

黄埔区邀市民分享防疫暖心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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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击疫情， 中信银行广州分行党委

近日迅速部署，全力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中

信银行广州分行辖内各级基层党组织在积

极保障金融服务的同时， 通过不同形式参

与社区疫情防控志愿者工作， 为共筑疫情

防线贡献力量。

党员积极参与社区志愿者服务

面对疫情， 中信银行广州流花路支行

党支部根据广州分行党委部署要求， 结合

实际情况，多措并举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为

客户做好金融服务，保障员工健康安全。

中信银行广州流花路支行党支部积极

做好员工防疫， 在符合疫情防控相关政策

要求的前提下， 组织党员向居住地社区党

组织报到， 就地转化为所在街道社区的疫

情防控志愿者， 自觉接受街道社区党组织

的管理和调配，参加就近社区的人员排查、

卡口值守、生活保障、核酸检测、维持秩序

等志愿服务。

6 月 3 日， 流花路支行党支部党员陈

金海同志积极参加社区党员先锋队防疫志

愿服务， 宣传防疫政策和登记派发人员外

出证件。 中信银行广州分行零售银行部党

支部邹佳瑜同志家住文冲社区， 她冒着高

温酷暑， 穿上全套防护服装备参加黄埔区

核酸检测采集志愿者服务。

组织参与佛山地区疫情防控工作

众志成城抗疫情，志愿服务暖人心。 6

月 6 日， 中信银行佛山佛平路支行党支部

在佛山市南海区西约村和福庆村开展疫情

防控志愿者活动。 中信银行佛山佛平路支

行党支部 6 名志愿者闻令而动， 不惜牺牲

有限的休息时间， 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工

作中，及时了解疫情防控信息，做好志愿者

准备工作。

履职尽责践行使命担当让党旗高高飘扬

中信银行广州分行辖内各级党支部党

员们身行力践， 在社区防疫工作中积极发

挥作用，坚定了信心、温暖了人心、凝聚了

力量。 全行广大党员众志成城，坚守岗位，

体现了为民办实事的担当， 建立起中信银

行与社会共同战“疫”的坚固防线。 中信银

行广州分行将充分发挥国有企业担当精

神， 坚定信心， 全力以赴， 为打赢这场战

“疫”贡献力量！

�众志成城抗疫情，志愿服务暖人心

中信银行基层党支部志愿者

深入社区参与抗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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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穗政数宣）

记者从广州市政务服

务数据管理局获悉， 为方便广大群

众及时获取疫情防控最新政策和消

息， 广州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及时

收集社情民意，在“广州 12345”微信

公众号上线“防疫专栏”和“疫情政

策查询助手”，搭建疫情资讯专栏及

便捷的疫情信息查询渠道。

据介绍，“防疫专栏” 根据疫情

变化情况和市民关注的防疫热点，

设置防疫动态、 重点区域、 检测接

种、交通出行、政策通告五大栏目，

实时汇总更新疫情最新动态及政策

解读信息， 已发布 195 篇防疫相关

资讯。 其中， 针对封闭管理区域防

疫、 物资、 就医等重点问题设置了

“重点区域”栏目。

“疫情政策查询助手”为市民提

供健康码管理、核酸检测、新冠疫苗

接种等热点问题解答， 由常见问题

推荐、热线问题分类、近期最热内容

组成， 汇聚疫情期间市民最为关心

的热点问题，实现一问一答、智能互

动、“疫”问秒答、难题秒解。

广州12345政府服务热线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疫情政策查询助手”

实现了与话务解答相同的效果。 此

外，如遇查询助手无法解答的问题，

市民还可选择微信下单的方式反映

疫情相关问题，12345热线将立即在

后台进行人工处理，实现秒转快办。

“广州 12345”上线疫情资讯专栏

服务举措暖人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叶佳茵）

日

前，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发布疫

情防控工作通知， 要求旅行社带头

不组团离穗、不出省旅游。 记者了解

到，广州的旅行社纷纷响应要求，暂

停出团。 广之旅介绍，为确保游客安

全，已将原计划于6月11日至6月17日

出发的省内散客团、自由行套餐

（直

通车）

统一取消，并对涉及的市民游

客做好“延改退”沟通处理工作。 广

东中旅也表示已暂停出团， 对已报

名游客进行协商沟通，采取退费、待

定等方式处理。

同时，旅行社也在一边“修炼内

功”，为未来旅游市场蓄力储能。 广之

旅表示， 公司组织企业系统全体员

工通过线上“云课堂”，开展疫情防

控应知应会培训和各类在线职业能

力课程。 此外，对自有线上购物平台

“易起购”加大产能投入，满足市民

端午过节需求， 集中上架中国大酒

店、东方宾馆、流花宾馆、陶陶居等

广州老字号酒家的粽子； 与增城果

园合作，从果园直采桂味荔枝，冷链

专送，省内包邮，让市民足不出户吃

上新鲜荔枝。 同时，上架由香雪制药

推出的粤抗颗粒冲剂与瓶装凉茶。

广东中旅也于5月31日再次推出

“东悦游”直播平台，抽调精干人员

迅速组成一支高素质的主播队伍。

从团队组建，直播间搭建，产品遴选

到正式开播，仅用了两天时间。 目前

中旅社推出的“东悦游”直播平台持

续在每晚8时开播，精心挑选国企好

货， 通过主播细致解说为市民带来

试吃使用云体验。 开播两周以来，已

初见成效， 获得了粉丝们的持续好

评。 接下来中旅社将继续丰富直播

内容， 让市民在线上就可以满足日

常生活所需。

广州旅行社纷纷暂停出团

部分旅行社通过商城卖货、直播带货等方式实行“多种经营”

户籍业务

方式一：登录“广州公安”微信公众号-政务服务-户政网办

方式二：登录“粤省事”小程序-户政（治安）-广州户政业务-户政网办

居民身份证业务

广州户籍市民，因有效期满、损坏或丢失需要补领、换领居民身份

证的，符合条件的即可通过“广州公安”微信公众号实名认证后进行网

上办理，无须再预约到场。

居民身份证自助办业务

市民因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损坏、遗失需要补领、换领，符合条

件的，还可选择就近居民身份证自助办证点自助办理补、换领居民身

份证业务。

广州公安：非紧急事项建议“网上办”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绵钦 通

讯员 公新文 ）

在疫情防控期间，需

要办理户政业务的市民该如何办理

业务呢？ 广州公安建议市民，非紧急

事项可通过“网上办”“自助办”。

广州公安表示， 如市民所办理

的属于非紧急事项， 对于可通过网

上办理和自助办理方式的户政服务

事项， 广州公安建议可选择通过邮

政寄递服务全流程网办和自助办的

非接触式办理。 如事项紧急必须到

大厅现场办理，建议市民提前预约，

做好个人防护， 配合现场工作人员

做好体温测量、健康码检查等工作。

可

网

上

办

理

业

务

今天吃完早餐，已经8点多了，我

不打算去花园散步了， 因为昨天群

里有人说，桥东市场

（该市场按要求

已暂时关闭）

旁边开了肉菜档，今

天我想去看看。

拿着“临时通行证”出了小区

大门，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到通往

市场的路口。 在此值守的人员看

过我的“临时通行证”， 测了体

温，又要求我用手机扫描挂着的

二维码， 并在一个本子上登记

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体温以

及当时的时间9:05后， 才让我

进入。路上已有不少街坊提着

装满肉菜的袋子往回走了。

很快来到市场处， 只见道路

两旁真的有几个档口在卖

蔬菜、猪肉、水果等，不少街

坊正在选购。 我往门牌上

看了看， 这些档口都是摆

在小型超市前， 并非临时

开设的档口，应该是超市

将货架前移到门口，方便

街坊选购， 以免进入超

市里的人太多。

我大概数了一下，

蔬菜有10多种，水果有

近10种，猪肉也很多，

但只看见一个档口是卖鱼的。 我买了

菜心、猪肉和鱼。 此时已10点多。

早上看新闻说，昨日有公交移动

超市开到石围塘， 今天是否也会来

呢？ 我站在那里四处张望却没有看

到，不远处的路口有几位城管人员坐

在车上，我上前打听，对方回复：“今

天还没来这里，可能在山村那边吧。 ”

回到家里，太太说，上次订的几

箱矿泉水已快递送到楼下了。 将矿泉

水拉回来后，太太想起还要居家办公

一段时间，有些需要用的东西仍留在

公司里， 不如叫同事将它快递过来？

但过了半个小时后，她的同事打电话

来说，找了几家公司都不收寄往荔湾

区芳村片区的快递， 现在送来的，都

是之前办理的

（我家这次的几箱矿泉

水，是

6

月

2

日订的）

。

中午吃饭时， 天空下起了大雨，

伴随着大风。 大约半小时后，天就放

晴了。 下午约3点钟，我拿起手机查看

昨晚检测核酸的结果，竟然在11:54就

来了，阴性。 这次可真快呀，离采样时

间只有10多个小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