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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丘敏华）

午餐4

个菜，还配水果或牛奶；午休有空调，还

能躺着睡！ 为减轻家长负担，促进学生

健康成长，番禺区南雅学校积极推进校

内课后服务工作，提升质量和水平。 记

者了解到，南雅学校是开办于2019年的

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现有小学一、二、

三年级12个班；七、八、九年级11个班。

该校充分利用充足的教室资源，实现所

有学生午休平躺睡。 目前，番禺区200所

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参与学生达14.49万

人，对比春季学期增加了5.27万人。

番禺区教育局：

有条件的学校都能实现“舒适午休”

番禺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正在推行“舒适午休”。 在番禺区的新

学校，只要有条件，都推行了午休平躺

睡。 而一些比较老旧的学校，原先的规

划设计比较小，在学生人数比较多的情

况下，没有相关场地条件。 该负责人表

示，“我们也在探索移桌椅或换折叠桌

椅的方式，折叠桌椅在研发中，相信不

久后孩子们都可以睡得舒适。 ”

据番禺区教育局介绍，目前，番禺

区校内课后服务应开展学校200所，秋

季学期开始已全部开展校内课后服务，

对比春季学期增加了58所；参与学生达

14.49万人，对比春季学期增加了5.27万

人。 其中每周五天均参与课后服务的学

生92394人，参与午托学生50070人，对比

春季学期增加了23134人。 共开设托管

班

（含普惠托管班和个性化课程）

4857

个，开设晚自习的中学2所。已100%落实

“两个全覆盖”和“5+2”校内课后服务模

式。

同时，健全完善“互联网+”平台化

管理服务模式。 2018年以来，番禺区在

全市率先试行了“互联网+”平台化管理

服务模式，坚持构建“普惠+个性”多元

服务、“政府+社会”多点发力、“学校+机

构” 多方协作的校内课后服务管理体

系。

校外培训方面，目前，番禺区持证

的学科类培训机构有243所。 自7月份以

来减少机构

（含关停或转型等）

37所，区

镇两级共开展校外培训执法检查行动

37次，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17人

（次）

，共

检查了82所校外培训机构， 其中责令9

所机构限期整改。

记者走访：

午餐有4个菜 还有牛奶和水果

昨日，记者来到南雅学校，了解学

生午餐午休的情况。 上午11点半左右，

学生开始准备吃午餐。 午餐采用教室配

餐模式，饭盒运到各个班级后再发给学

生。 据了解，南雅学校积极听取家长的

意见，组织家长参观配餐公司餐饮制作

环境，通过充分对比、讨论和沟通最后

确定配餐公司，保证学生的用餐安全。

用餐前， 老师带领学生饭前洗手，

清洗餐具， 之后组织学生有序排队，在

教室门口领午餐回座位。“好香，有我最

喜欢的鸡肉，太好了！ ”打开饭盒，一名

小学生笑着说。 记者在小学部看到，每

个学生的午餐有4个菜， 并配有一瓶牛

奶。“有时是牛奶，有时是水果，苹果、香

蕉之类的。 ”一名老师如是说。

午休有空调，学生铺垫子躺着睡

午休时， 为让学生有更舒适的环

境，南雅学校充分利用学校充足的教室

资源，让学生躺在垫子上睡觉。 每间教

室也配备空调，部分学生直接前往功能

室进行午休，部分学生留在教室午休。

例如， 二年级的学生在教室午休，

午餐后他们有序地推好桌子、做好清洁

工作，在教室中间留出空地。 随后，学生

拿出自己的睡具，在地上铺好垫子。“每

天中午我都能睡着，有空调，躺着睡，很

舒服！ ”盖好被子、戴上眼罩，学生就安

稳入睡了。

南雅学校教导处主任黄凯玲介绍，

午休的规章制度也是明确落实的，与学

校团支部的文明班级评比项目挂钩，保

证午休纪律和质量。 黄凯玲表示，学校

午休的平躺睡受到家长的点赞，自行购

买午休地垫， 定期深度清洗睡垫和课

室，并用紫外线灯进行消毒，为学生的

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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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

家、 省、 市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工作的相关要求， 为实

现一个号码服务企业和群众， 自 9

月 16 日起， 广州 12345 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统一承接 12328 交通运输

服务监督专线的市民来电。

市民可拨打 12345 热线， 选择

6 号键“城管、 环保、 交通营运及

其他” 业务反映交通运输服务事项

诉求。 市民如需咨询中小客车指标

调控业务， 将由 12345 热线转接至

专家座席进行解答。 市民还可以通

过“广州 12345” 微信公众号的

“微服务”， 或“穗好办” App 的

“12345 专区”， 选择“个人诉求”，

进入相应专栏提交交通运输服务事

项诉求。

据悉， 归并后原 12328 热线对

外渠道将继续保留 ， 市民拨打

12328 热线， 将由 12345 热线统一

接听， 并提供优质、 标准的热线服

务。

番禺区教育局目前正在推行“舒适午休”

学校有条件 学生午休都能平躺睡

白云区治安联防队伍暨最小应急单元举行大比武

24支队伍在实战现场勇猛“擒敌”

12328交通运输专线

今起并入12345热线

信 息 时 报 讯 （ 记 者 刘 诗 敏 ）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9 月 14

日~15 日， 由白云区委政法委、 白云区

公安分局主办的白云区治安联防队伍

暨最小应急单元大比武活动顺利进行。

辖内各镇街共有 24 支代表队参赛。

据悉， 在这次赛中表现优异的队

伍， 将参加 9 月下旬举办的大比武决

赛。

24支治安联防队伍展风采

据介绍， 此次比武活动的主要目

的， 是为了加强白云区治安联防队伍

正规化和规范化建设。 现场， 每支队

伍轮流参加队伍队列、 擒敌拳、 最小

应急单元突发事件处置 3 个科目。

在突发事件处置项目比武现场上，

一名骂骂咧咧的男子手上拎着刀， 意

欲伤人。 市民最快能向谁求救？ 只见

值守巡防的队员发现情况后， 立即通

过哨子、 对讲机等方式召集成员携带

装备前往事发地处置， 并通过专用频

道对讲机设备紧急报警。

应急处置队员以盾、 棍、 叉结合，

制服歹徒控制现场……演示最小应急

单元的实战过程快速有效， 博得现场

观众热烈掌声。

全区治安联防队员技能大提升

除了这次比武活动，从今年3月起，

白云区共组织开展了132次大练兵活

动，参与人次达33660，练兵内容既包括

交通、消防等理论知识，也涵盖了突发

事件处置等实战技能。 白云区委政法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治安联防队伍作为守

护平安白云的核心，是白云区搭建全链

条“大防控”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最小应急单元则是对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积极创新，有利于

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

最小应急处置单元数量居全市第一

“为确保突发事件能第一时间发现

苗头和快速处置，今年白云区着力打造

了具有白云特色的‘路面警辅、村内治

保、门前保安、街坊守望’网格化防控体

系， 加快最小应急处置单元全覆盖建

设。 ”白云区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白云区已建立最小应急处置单元

3159个，数量居全市第一，制止各类案

事件数十宗。 今年以来，白云区在压减

警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方面均取得

明显成效，全区治安大局总体向好。

南雅学校的同学在课室里铺上垫子午休。

圆图为吃着美味午餐的学生。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