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员制作雪花酥并分享培训后就业

心得。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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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松园社区电动自行车电池共享充电柜投入使用

热心居民牵线，电动车“共享”充电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杰）

“共享充电柜投

入使用后， 为我们带来

了很大的便利， 同时也

保障了居民的安全。”街

坊陈小姐欣喜地说。 近

日， 一排崭新的电动自

行车电池共享充电柜， 出现在海珠区江

南中街道万松园社区万松园 6 号大楼外

的空地上， 居民期盼已久的愿望终于实

现了。

“近年来，有关电动自行车电池起火

的新闻时有出现， 虽然我不骑电动自行

车， 但也很担心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安全

问题。 ”居民梁伟光表示，万松园 6 号楼

龄较老，楼道狭窄，消防设施也比不上新

建的楼宇和社区，“一旦发生意外， 后果

很严重。 ”然而，电动自行车是不少街坊

的交通工具， 无法简单地一刀切拒绝让

电动自行车进入社区。“今年 3 月 1 日，

街道领导来万松园社区调研， 向我们了

解社区的情况。我在会上提出，希望街道

帮忙协调联系， 让我们也能用上共享充

电柜。 ”

了解居民需求后，第二天，街道安监

中队立刻派出工作人员到场勘查， 确认

符合安装条件后随即与相关运营商联

系。“运营商表示，需要整栋楼所有居民

都同意后才能安装， 所以我立刻去征求

大家的意见。 ”梁伟光说，经过意见收集，

居民都表示同意后， 他便马不停蹄地为

各项手续的申请而奔走。“我是一名党

员，邻居都是几十年的老街坊，大家关系

不错，我很应该帮忙。 ”梁伟光表示，自己

虽然已经退休， 但此事关乎大楼居民的

安全问题， 他很乐意为大家做些力所能

及的事。

经过 90 天的公示期，共享充电柜顺

利进入施工阶段。 但梁伟光并没有闲下

来， 他经常去施工现场看看有什么需要

帮忙的地方， 并协调处理充电柜用电需

求、电线拉线等问题。 如今，电动自行车

电池共享充电柜终于投入使用。 住在附

近的李先生说：“这个充电柜可以同时为

15 个电池充电，充电速度也很快，几乎覆

盖了附近好几栋楼居民的需求， 附近居

民都非常感谢光叔。 ”

万松园社

区电动自行车

共享充电柜目

前已经投入使

用。

信息时报记者

卢杰 摄

杏坛社区获评“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

辖内 914 户居民中无“零就业家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望 通讯员 周敏怡

关晓斌）

昨日，由广州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主

办， 海珠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海幢街道

办事处共同承办的全市

充分就业社区

（村）

建设现场交流会暨第

五批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揭牌仪式在海

幢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举行。

据介绍， 海幢街杏坛社区户籍人口

3390 人，流动人员 1396 人。 辖内 914 户

居民中无“零就业家庭”，登记失业人员

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率在 95%以上，是

广州市唯一获评“第五批国家级充分就

业社区”称号的社区。

“社区是最能贴近居民提供就业服

务的地方， 我们采取多项措施帮助居民

就业，通过微信群向居民推送就业岗位、

培训活动和就业政策， 鼓励居民求职和

参加技能培训。 ”杏坛社区居委会主任侯

海容表示，为满足居民就近就业的需求，

社区与辖内的闲人街市、 前锋和胜利合

作社等单位结对，发掘更多就业岗位。其

中，闲人街市吸纳周边 17 名居民就业。

据了解，2021 年海珠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将社会工作理念纳入就业工

作中， 安排社工驻点街道摸查失业人员

就业情况，主动提供岗位匹配、职业指导

等精准服务。今年截至 5 月，海珠区累计

开展就业情况摸查 60036 人次， 为 6411

人次提供就业服务； 向就业困难人员开

展就业援助 8242 次；举办小组、工作坊

及社区活动 11 场。

活动现场， 与会人员还参观了海珠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海幢街充分

就业成果展览，在咖啡、雪花酥、西村窑

展摊听取学员分享培训后就业心得。 据

悉， 西村窑技能培训是将非遗技能人才

培育与就业对接的培训活动。 14 名结业

学员中，13 人获得非遗进校园传承人的

资格。 卢小姐说：“我原来是在教培行业

工作的，失业后一直找不到喜欢的工作。

通过这次课程， 我不仅学会了新的艺术

技能， 还能重回课堂继续从事喜爱的职

业，我真的很开心。 ”

海珠

海珠

近十万人参与“云游”海珠区法治文化数字展览馆

趣味“指尖普法”掀起逛展答题“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晓素 ）

为提高广大居

民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

性， 增强居民的法治意

识，5 月 19 日至 6 月 10

日， 海珠区司法局在海

珠区 18 条街道的微社区 e 家通微信公

众号连续推出三期“‘云游’海珠区法治

文化数字展览馆，线上学法答题抽红包”

活动，通过有趣的互动形式，吸引居民浏

览海珠区法治文化数字展览馆， 学习法

律知识。

据悉， 海珠区法治文化数字展览馆

全馆分为 6 个展示厅。 展览馆围绕普法

重点内容、重点对象，展示了大量的法治

历史、宪法、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律

等法治宣传教育内容，并通过音频讲解、

实境模拟、立体展现等多种形式，创新运

用 3D 建模和 VR、AR 虚拟现实技术，突

破时间、空间和地域局限，让居民随时随

地都能身临其境地了解新中国法治历

程、学习宪法法律知识、接受法治文化熏

陶。

活动中， 海珠区司法局将法治文化

数字展览馆中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法

律知识设置成题目， 并通过答题闯关抽

红包的趣味形式，吸引居民“云游”法治

文化数字展览馆， 将学习到的法律知识

进行运用。“我之前没见过这种形式，用

手机就可以学习法律知识，很新颖，也很

方便。最好玩的是答题还能抽红包，挺有

趣的。 ”住在龙凤街道的刘小姐表示，她

发动全家一起参与这次活动。

数据显示， 此次线上活动共计有

98000 多人参与，在朋友圈掀起一阵转发

热潮，真正实现“指尖普法”与趣味互动。

海珠

荔湾

岭南街道举行

“六·二三”沙基惨案

97周年纪念活动

信息时报讯 （记

者 郭展鹏）

昨日，荔

湾区岭南街道组织

辖内各界党员干部、

群众代表，以“祭先

烈， 传承红色基因；

承先志，凝聚奋进力

量”为主题，举行“六·二三”沙基

惨案 97 周年纪念活动。

现场庄严肃穆， 岭南地区各

界代表手持鲜花， 面向纪念碑列

队肃立， 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尔后默哀一分钟。 接着，岭南

街道代表在现场为大家讲述了 97

年前发生的“沙基惨案”，回顾陈

延年先烈的事迹，重温他在《我们

的生活》发刊词《告同志》中的铮

铮誓言。 最后，全体人员依次走到

纪念碑前， 瞻仰纪念碑并献上手

中菊花，向先烈致以崇高的敬意。

活动现场， 预备党员佩戴党

徽，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

通讯员供图

南洲街

防邪教宣传进社区

信息时报讯 （记

者 卫静雯）

近日，为

进一步提高辖区居

民群众防邪意识，海

珠区南洲街防邪办

联合禁毒办、 司法

所、派出所、海珠区

“启帆之家”禁毒项目、安监中队

等部门在辖内开展防邪教宣传活

动。

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通过走

访入户的方式向群众派发防邪宣

传单张，宣讲防邪政策。 期间，工

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典型

案例，向群众讲解邪教的性质、特

征和危害， 以及国家打击邪教的

相关法律法规， 使群众学会识别

邪教、自觉抵制邪教，以及遇到邪

教活动时该如何抵御。 此外，工作

人员还提醒群众不信邪、不传邪、

不参与邪教组织活动， 要时刻保

持高度警惕， 积极同各类邪教犯

罪行为做斗争， 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 南洲街通过此次宣传

活动， 使辖内群众进一步了解邪

教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危害，引

导大家自觉远离和抵制邪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