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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水塘变身“美公园”
“想不到臭水塘变成了美丽的公园。”近日，记者来到正在建设的云城区沙地公

园广场（又名天柱山公园），发现已经有不少市民前来公园散步（如图）。附近居民李
先生告诉记者，以前都不敢想象门前的臭水塘会变成美丽的公园，还有广场，真心感
谢市委、市政府为老百姓创造了这么美好的环境。 （记者 林峰 摄影报道）

小长假
垂钓忙

端午节小长假
期间，我市一帮钓鱼
爱好者齐聚新兴县
龙山琴楼地渔乐钓
鱼场，举行了一场钓
鱼友谊赛。

（记者 梁耀天
摄影报道）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六月骄阳似火，站在太阳底下是
一种酷热的感受。但是对于阔别 15
年后，在市救助管理站门口相聚的流
浪人员小谢及其哥哥而言，却盈满了
重逢和团圆的喜悦。

“我弟弟2005年6月离家打工后，

就一直音讯全无。我们以为已经没有
希望把他找回来了，感谢云浮市救助管
理站为我们找回了亲人！”亲眼看到流
浪在外多年的弟弟又重新站在自己面
前，谢大哥一边痛哭流涕，一边拉着市
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的手，激动地说出

这番话。还为市救助管理站送上了一
面“鼎力相助情似海，无私救助恩如山”
的锦旗。看到兄弟俩团聚，工作人员也
倍感欣慰，这一段阔别多年、辗转多地
的寻亲之旅到此终于圆满结束。

记者了解到，受助人员小谢于

2005年离家，2018年6月流浪到我市，
因患精神病曾打砸车辆和毁坏公共设
施。鉴于此种情况，市救助管理站积
极履职尽责，一方面通过联合相关部
门加强对小谢进行救助，另一方面积
极联系民安医院，将其送至医院进行
治疗。今年 5月，经长达 2年的治疗
后，小谢的病情基本稳定，终于能说出
自己的部分信息，这对大家来说是一
个好消息。市救助管理站寻亲小组马
上启动寻亲程序，根据小谢提供的信
息，通过电话与当地政府联系核实情
况，同时利用开展身份信息比对，人脸
识别等进行核查。经多方核实，初步
确认了小谢的身份信息，并通过相片、
视频连线等方式与其哥哥取得联系，
再次确认小谢就是其走失 15年之久
的弟弟。随后，市救助管理站继续保
持与谢大哥的沟通，提供位置信息指
引小谢的哥哥亲自开车，来到云浮市救
助管理站，与小谢相认并办理交接手
续。小谢不仅在外流浪多年，还身患疾
病，多得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发现
了他，还积极帮他进行救助治疗和寻
亲，才有了今日团聚的温情。

多年来，市救助管理站一直致力
于对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实施救助。
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冬腊月，街头
巷尾、桥梁涵洞等流浪乞讨人员活动
频繁和惯常露宿的区域总能出现他们
的身影。疫情当前，他们也没有忘记
岗位的职责，而且还投入更多的精力
去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和救助工作。今
年以来，市救助管理站街面救助 609
人次，通过寻亲小组开展寻亲工作，成
功帮助20人与亲属平安团聚。

离散15年 兄弟喜团圆
——市救助管理站救助治病寻亲一条龙，流浪男子终于回家

本报记者 许舒婷

“改建危房、开展养殖业、参加
就业培训、到附近企业务工，这几年
来，我们灵凡村的贫困户全部动起
来了，遇到好的政策、好的对口帮扶
单位，大家动力十足，脱贫已经不是
我们的目标，致富奔康就在眼前。”
在罗定市加益镇灵凡村，曾经的贫
困户王炳新开心地对记者说。

今年47岁的王炳新，多年来一
直在珠三角务工，2015年，由于母
亲、妻子长期生病，两个小孩都在读
书，不得已回到家乡，是因病致贫的
典型事例。回到家乡的王炳新，只
能就近找一些散工来做，两个大人
的医药费、两个小孩的生活费，压得
他喘不过气来。谁知祸不单行，家
里上辈人建的旧屋，因为年久失修
成为危房，厨房更是完全坍塌不能
用了，一家人住在破旧的房子里，长
期在室外做饭，生活苦不堪言。

关键时刻，中石化云浮分公司
帮扶人员进驻灵凡村，经过走访调
查、并征求贫困户个人意愿后，从
危房改建、种养产业扶持、就近务
工、热心助学等几个方面对王炳新
一家进行救助。现在的王炳新一
家，在原旧屋旁边建起了100多平
方的新屋，老人、妻子病情相对稳
定，小孩也毕业工作了，家里养的

“山地鸡”已经增加到300多只，产
业初具规模。自己还当上了镇护
林员，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现在我做工在本地、护林巡
山在村里、养殖产业在家旁，收入

稳定还能照顾家里，是我这辈子过
得最舒适的时候，相信未来还会更
好。”王炳新说。

提起扶贫工作，连续5年驻村的
中石化员工罗宇明感触颇深，他认为
多数贫困户都有脱贫意愿，有工作热
情，只是因病因灾，因为没有启动资
金、没有劳动技能等原因陷入贫困，
而解决办法绝不仅仅是“扶他们一
把”、而应该是“扶他们一程”。

“5年来，王炳新一家的改变绝
不仅仅是我们扶贫工作中的个例，
首次养殖项目的全资扶持，增强贫
困户脱贫造血功能；投资建设
21.66KWP光伏发电项目，让贫困
户、低保户能够长期受益；危房改造
让大家进入安居生活；助学教育解
决了贫困户后顾之忧；就业培训、劳
务输出让大家有了一定的技能、稳
定的收入。看到贫困户一户户脱
贫，贫困家庭人口一张张笑脸，我觉
得做什么都值得了。”罗宇明说。

据了解，从2016年精准扶贫工
作开展以来，中石化云浮分公司对
口帮扶灵凡村 10户贫困户，几年
来，该公司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多
角度、全方面开展扶贫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至目前，10户贫困户47
人已全部达到脱贫“八有”条件，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成功脱
贫。目前该公司积极主动作为，安
排驻村人员参加灵凡村的疫情防
控工作，关心村民的健康，并对已
脱贫村民、五保户进行跟踪，积极
关注扶贫项目，防止扶贫项目中断
造成贫困户返贫现象出现。

从“扶一把”到“扶一程”
——中石化云浮分公司精准扶贫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 罗强 王铭灏 通讯员 卢国贤

本报讯 (记者 苏显亮 通讯员
李旭明）近日，市生态环境局云城
分局会同云城区交通运输局联合
举办“云城区机动车维修行业危险
废物申报登记培训班”。

培训班上，重点对危险废物管
理有关政策及机动车维修行业危
险废物申报登记操作流程作了详
细解读。通过培训，使机动车维修
企业充分认识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工
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熟悉危险废
物申报登记要领。同时，提高机动

车维修行业企业生态环境保护意
识，落实危险废物污染防治主体责
任，规范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运
输、利用和处置，切实加强对废机
油、废空调制冷剂等危险废物的管
理，有效防止危险废物污染环境。

培训班上，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加大机动车维修企业执法监督
检查力度，对不依法申报、无故拖
延申报、瞒报、虚报、漏报的行为，
按照固废申报登记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依法进行查处。

机动车维修企业有新规

依法开展危险废物申报

点赞台·提升首位度
共创文明城

本报讯（记者 罗强 通讯员
彭婧）日前，郁南县平台镇委在镇委
党校组织举办“假日党校”暨基层党
务知识培训班，为村党组织书记及
端午节返乡的流动党员共 70余人
上了一堂形象、生动的党务知识课。

培训课上，授课老师为大家认
真梳理了基层党建三年行动计划、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的具体
内容，并着重强调各支部要紧紧围
绕2020年“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
过硬”的主题将各项党建工作落到
实处。除此之外，在“七一”即将来
临之际，为保障各支部有序发展党
员，还为各支部书记着重讲解了发
展党员的具体流程。

据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加
强辖区外出党员的教育管理，推动
外出党员教育培训落到实处，紧密
外出党员与家乡的联系，凝聚党建
合力，助力家乡建设，该镇自
2019年起整合镇村资源，依托镇
委党校及各村党校分教点，从时
间、空间、内容上打造“假日党
校”，利用春节、清明节、劳动
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等外
出党员集中返乡时机，动员引导返
乡外出党员进行集中“补课”，截
至目前，共举行了7次培训班。

平台镇“假日党校”加强外
出党员教育管理

为返乡流动
党员授党课

本报讯（记者 杨丽 通讯员
唐继梅） 6月29日上午，市红十字
会召开“爱心传承 延续生命”座谈
会，欢送我市第7例配型成功的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练振新前往
广州捐献。

我市第7例配型成功、即将奔
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广州
陆军总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
愿者练振新是我市保安服务有限
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2008年 1
月在广州一次偶然的无偿献血，让
他成为了中华骨髓库一名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去年12月，与一
名血液病患者高分辨配型成功；今
年6月，市红十字会安排练振新进

行了详细的身体检查，符合造血干
细胞捐献要求，并即将成为广东省
第9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练振新表示，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
是一种缘份，“接到配型成功和捐
献的通知后，我毫不犹豫地就同意
了，公司很支持我，为我安排好一
切；家里人也很支持我，毕竟是救
人”。

据了解，通过造血干细胞的移
植可以重建患者正常、健康的造血
和免疫功能，是治疗白血病等恶性
疾病最有效的方法，捐献造血干细
胞不会影响身体健康。截至目前，
我市已有 7例配型成功的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爱心传承 延续生命
练振新赴广州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记者 黄广雄 通讯员
张艾斌） 6月29日上午，由新兴县
扶贫开发办公室、广东翔顺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主办，与新兴县六祖镇
留村村委会合作的“社区力量，筑
梦扶贫”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翔顺
控股集团公司总部举行。

今年，自疫情发生以来，农产品
的销售受到一定的影响，为解决农
产品销售渠道，特别是贫困农户的
实际问题，翔顺物业深入农户、扶贫
基地实地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扶
贫基地农户需求，并与县扶贫办积
极探索扶贫帮扶模式。因翔顺社区
有着良好的文化底蕴，业主们也热
心公益事业。借助社区的消费资源

优势，进一步扩大社区扶贫工作开
展的影响力，推动贫困农户将农产
品从产地直接到社区业户的家中，
用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感。

据了解，今次新兴县扶贫办、翔
顺物业发起的助力活动，充分体现
了扶贫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
者。翔顺社区也是扶贫攻坚战中的
一分子，始终致力于为当地脱贫攻
坚而努力，让业主需求转化为消费，
让社区消费转化为扶贫，搭建业主
与农户之间的供需桥梁，将放心的
农产品从农村里带到城区群众的视
线里，带动了翔顺社区业户的消费
需求，使贫困农户通过自身劳作，脱
贫致富，做到真正的“温暖到户”。

发挥社区力量助力扶贫
翔顺物业举行助力农产品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