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揾兼职

粤语版

粤语释词

整天想着钱，财迷心窍、爱

财如命的意思。 该词一般含贬

义，通常不用于非常富裕的人。

每天看时报的熊仔

发钱寒

前天中午， 滨江路中大北

门附近，两位大学生的对话。

男

A

：有件事情麻烦你，最

近还有什么兼职的话， 你记得

跟我说。

男

B

：你现在很缺钱吗？ 好

像财迷心窍似的， 整天都说要

找兼职。

男

A

：没有啊，只是我想换

手机， 又不好意思问家里拿钱

喔。

男

B

：原来是这样，我多点

帮你留意一下啦， 有消息就通

知你。

男

A

： 还是你够朋友 ，谢

谢。

男

B

：客气啥，但你到时候

做归做，有时间也要休息下。

男

A

：好，我有分寸的啦。

找兼职

前日中午， 滨江路中大北

门附近，两位大学生嘅对话。

男 A：有样嘢麻烦你，近排

仲有咩兼职嘅话， 你记得话我

知。

男 B：你而家好等钱使咩？

好似发钱寒咁， 成日都话要揾

兼职。

男 A：冇啊，只不过我想换

手机， 又唔好意思问屋企攞钱

喔。

男 B：原嚟系咁，我多啲帮

你留意下啦，有消息就通知你。

男 A：都系你够义气，唔该

晒。

男 B：客咩气，不过你到时

做还做，有时间都要唞下。

男 A：好，我有分数嘎啦。

荔湾

信息时报讯 （记

者 王智汛 ）

本月，荔

湾区上线108套由存

量公房升级改造的人

才公寓， 将全部提供

给区内符合条件的人

才申请承租。 公寓内

部配套设施如何？样板房开放日，记者前

往探营。

独立厨卫、全新地砖

装修有“标配”

“所有108套人才公寓都按照《广州

市保障性住房设计指引》进行装修配套，

都配有独立厨卫， 墙面和地砖都进行了

翻新。”记者了解到，荔湾首批108套人才

公寓，全部由存量公房升级改造后推出，

升级改造工作由荔湾区存量公房管理单

位广州西关住房租赁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负责，目前108套人才公寓已经完成升级

改造， 并于11月21日、22日开放6处样板

房供人才参观。

升级改造后的人才公寓情况如何？

本周， 记者来到位于长寿东街24号的人

才公寓样板房一探究竟。 走进位于九楼

的一套人才公寓， 一开门就看到阳光射

进房间里，墙面整体做了刷新，地面铺设

了全新的瓷砖， 整齐的入墙式踢脚线以

及统一安装的铝合金门窗让整个房间显

得整洁利落。 西关租赁公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为了提升人才居住环境，所有人才

公寓的厨卫都铺贴了到顶的墙面瓷砖，

铺设有瓷砖灶台，提升防水效果，整体更

自然和谐。“存量公房大多是蹲厕设计，

这次升级改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

都会安装坐厕和洗漱台， 让居住环境更

加舒适。 ”该负责人介绍。

在居住安全方面， 荔湾区首批人才

公寓统一安装了铝合金防盗门， 并为窗

户装上了防盗网。 全屋电线插座均采用

暗线形式安装，设有大量电源插座，房屋

内的电路布线全部按照强弱电分开走

线，电路布置规整，兼顾用电安全问题以

及使用便捷性。

交通便捷配套成熟

可解决部分子女入学问题

根据《荔湾区人才公寓房源情况表》

显示， 本次推出分配的人才公寓房源点

共有17个， 房源分配为荔湾区北片区东

部27套、北片区西部47套、南片区31套以

及白云区同德街3套。 户型包括一房、一

房一厅、两房一厅、三房一厅，其中一房

一厅数量最多，有62套，面积为28~69平

方米。 荔湾区住房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本批人才公寓房源地理位置较佳，交

通便利，周边配套设施完善，宜居宜业。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对外公布的6套

样板房周边人居氛围成熟， 生活配套一

应俱全。 交通方面， 附近有地铁或公交

站点，出行便利。 据了解，到现场看房的

人才大多比较关注人才公寓能否提供人

才入户、子女入学等相关政策支持。西关

租赁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部分房

源在符合户籍政策条件下可以提供人才

入户以及子女入学等相关政策支持。

租金参考周边行情

可申请100%租金补贴

租金方面，108套人才公寓租金区间

为20~75元/平方米·月，其中有电梯的人

才公寓租金在50元/平方米·月以上，没

有电梯的人才公寓租金约20~55元/平方

米·月。 西关租赁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租金参照公寓所属或附近的楼宇

租金市场行情进行评估，按照《广州市荔

湾区人才公寓管理办法》

（下称 《管理办

法》）

制定。据了解，《管理办法》明确人才

公寓租金以建筑面积计算， 租金标准参

照分配时同区域、同品质、同类型住房的

市场租金标准或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出具

的评估价格证明， 由人才公寓的所有权

人

（单位）

或者其指定的实施机构确定。

记者了解到， 长寿东街样板房周边3房1

厅房屋租金约3600~3800元。

租金补贴方面，《管理办法》 明确租

住人才公寓满1年的承租人， 凭1年的交

款明细

（或发票）

、租赁合同、人才的社保

或个税缴纳证明， 可前往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受理窗口申请相应比例的

租金补贴返还。 人才公寓合同租赁期限

最短不低于1年，最长不超过5年，承租的

人才可申请获得最长5年、 最高100%租

金补贴。

申请荔湾人才公寓

最高可获100%租金补贴

108套人才公寓接受申请，可解决部分入户、子女入学问题

提交申请

受理时间 ：

即日起至12月10

日，上午9:00~12:00、下午2:00~6:00

（周一至周五）。

受理方式：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

或单位经主管部门核定后，按资料

格式要求将纸质材料寄送到区人

力社保局

（寄送地址 ：广州市荔湾

区逢源路

127

号 ；收件人 ：人才办 ；

电话：

020-81378224

）

；将电子资料

发送至lwrcb2014@163.com， 邮件

标题为“申报单位名称+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申请条件

在荔湾区工作，且本人、配偶

以及未成年子女在本市均无自有

产权住房

（市级高层次人才除外）

的高层次人才或中高层次人才。

其中，高层次人才是指经区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认定或评定的高

层次人才；中高层次人才是指具有

全日制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或中

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国家职业资格

二级技能等级及以上的人才。

申请方式

高层次人才以个人

（家庭）

方

式或单位整体租赁方式申请租赁

自住人才公寓，中高层次人才以单

位整体租赁方式申请租赁自住人

才公寓。

优先原则

本次推出分配的人才公寓优

先向当年度荔湾区重点建设项目

（社会投资项目）

业主单位、广州市

科技创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

企业、荔湾区重点企业及荔湾区重

点招商引资企业等用人单位的人

才倾斜供应。

人才公寓光线好。

荩

荔 湾 人

才公寓户型包

括一房、一房一

厅、 两房一厅、

三房一厅。

茛

厨 卫 都

铺贴了到顶的

墙 面 瓷 砖 ，铺

设 有 瓷 砖 灶

台。

本版图片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