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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云浮融媒记者 钱枫
通讯员 水文宣）记者从云浮市水
文局获悉，目前，我市各江河水势平
稳，各主要江河来水比历史同期偏
少 2-6成不等，监测到的中小河流
持续处于低水位，给春耕用水和生
产生活生态用水带来了严峻考验，
希望各地各部门防旱备汛两手抓，
科学用水保春耕。

进入2月中下旬以来，我市多地
持续少雨天气，全市几乎无降雨，比
历史同期明显偏少，多地连续超过
20日无雨，根据云浮市水文局最新
监测数据显示，3月15日 8时西江高
要站水位-0.10米，罗定江罗定古榄

站水位 3.53米，新兴江腰古站水位 6
米，云浮市 12宗上线中型水库总蓄
水量 1.72亿方，较上月减少了 2020
万方，较去年同期偏少了6133万方，
偏少26%。

云浮市水文局提醒，各地各部门
应做好科学调度，提前部署，落实各项
防旱措施，做好水资源合理调配，为春
耕提供用水保障。广大市民也应节约
用水，保护水资源。同时，水文部门
还表示，即将进入汛期，将会继续扎
实做好汛前各项准备工作，密切跟踪
天气和水文情势变化，实时掌握汛
情、旱情动态，及时发布水雨情信息，
为水旱灾害防御提供水文保障。

云浮水文提醒做好水资源合理调配

防旱备汛两手抓 科学用水保春耕

本报讯 （云浮融媒记者 欧爱红
通讯员 盘璇）为营造诚实守信、放心消
费的邮政市场环境，加强邮政快递用户
合法权益保护，3月15日，市邮政管理局
开展“3·15”维护消费者权益系列活动。

当天，活动现场的工作人员通过悬
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单、现场答疑等方
式，向市民群众介绍快递业发展、快递消
费维权、快递业服务质量、快递业生态环
保等方面的内容，详细讲解消费者申诉
方式和申诉渠道，引导消费者参与监督
企业诚信经营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现场共发放宣传手册、邮政法
律法规宣传单等 500余份。与此同时，
该局灵活采取线上宣传方式，通过门户
网站、公众号对《邮政业用户申诉处理办
法》等行业法律法规进行重点宣传，宣传
普及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禁止寄递或者
限制寄递物品规定等法规要求，增强用
户安全用邮责任意识。

活动期间，该局注重强化申诉处理
工作，维护用户权益，积极对接邮政业消
费者申诉平台、“12345”热线转办平台，
不断优化申诉机制，努力提高消费者满
意度，确保消费者申诉办理高效及时，切
实维护寄递用户的合法权益，督导形成
企业守规、行业自律、群众放心、消费舒
心的消费环境。

市邮政管理部门开展
“3·15”维权系列活动

维护寄递用户
合法权益

本报讯（云浮融媒记者 苏显亮
通讯员 阮秋红）近日，市文广旅体
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广播电视法律法
规普法宣传活动，增强广大群众的法
治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咨
询、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广大群
众普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广
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
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引导广
大群众自觉抵制非法生产、销售、安
装和使用非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
收设施等违法违规行为。活动中，工
作人员还就《未成年人保护法》《反有
组织犯罪法》以及预防未成年人沉迷
网络、防范电信诈骗、防范养老诈骗
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宣传讲解。

我市开展广播电视法律法规普法宣传活动

增强群众法治意识

本报讯（云浮融媒记者 罗强
通讯员 郑文龙）连日来，三水驻建
城镇帮镇扶村工作队联同郁南县建
城镇人民政府和各村委干部开展产
业帮扶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入户送
物资”助力农户增收，做实做好脱贫
攻坚巩固提升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活动期间，在东坑村、罗旁村、罗
子村等地，党员干部们帮忙清点、运
送鸡苗、树苗、农资等，确保物资送到
家门口妥善安置，并叮嘱要坚持家禽
圈养和相关种植要求，保持农村人居

环境卫生。据统计，活动为有养鸡需
求的防返贫监测对象和突发困难户
发放鸡苗180只、饲料6包，为有桂树
种植需求的防返贫监测对象发放桂
苗 3000株、化肥 8包，物资共计价值
约13000元。

通过此次发放物资主题党日活
动，既提高了防返贫监测对象自我发
展能力，增加其生活收入，实现稳定
脱贫；也增强了农户们通过发展生
产、稳定脱贫致富和实现乡村振兴的
信心。

三水驻建城镇工作队开展产业帮扶主题党日活动

入户送物资 助农帮增收

本报讯（云浮融媒记者 欧爱红
通讯员 伍焯才）近日，市大同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开展主题为“倡导和谐
心态，崇尚健康心理”的宣传活动，帮
助妇女群众进一步了解自己面临的
生活压力并学会合理释放、管理情
绪、缓解生活压力，有效促进妇女心
理健康。

活动通过现场接受咨询、派发宣
传单张、与群众互动等方式宣传及推
广“舒心驿站”心理咨询室服务内容、
服务时间和热线电话等，为妇女普及
心理健康知识，进一步提高群众对心
理健康的认识，指引其在遇到情绪、
家庭等方面的心理困扰时知道求助
的途径；鼓励有需求要及时求助，积
极寻找支持，让她们在生活中都能有
积极阳光的健康心态。

活动现场还邀请妇女群众参加
“心欢喜圈圈乐”互动游戏。在互动
过程中，社工引导她们关注自己的情
绪，认识到人产生心理困扰的因素和
情绪类别，接纳每一种情绪，感受它、
允许它的存在，学会识别自己的情
绪，了解自己的困惑。并为有需要的
妇女群众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
发现有需求及时进行疏导，鼓励其主
动接受心理咨询服务。

参与活动的群众纷纷表示，活动
进一步增强妇女群众对“舒心驿站”
心理咨询室服务的了解，提升她们重
视心理健康和主动求助的意识，促进
社会更加关爱妇女，推进妇女心理健
康教育的开展，提升妇女关注自身的
心理健康及幸福指数，营造人人关注
心理健康的良好社区氛围。

市大同社工服务中心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活动

倡导和谐心态 崇尚健康心理

“天上不会掉馅饼，安全防范要
牢记。”这是邮储银行云浮市解放中
路支行金晖服务公众教育区反诈视
频展示的内容。

近日，邮储银行云浮市解放中路
支行与辖区派出所联合出手，成功堵
截一起“保健品”诈骗，为客户挽回经
济损失。

当天，一名老人到邮储银行云浮
市解放中路支行办理定期提前支取
业务，网点经办柜员认真按照反诈要
求进行“三问二看一核对”标准流
程。经询问得知，该老年客户需要取
钱免费领取“生命素”，称“生命素”可
以健康延寿。

了解情况后，柜员立即意识到这
一情况与老年人保健品诈骗套路类
似，提醒老人防范诈骗，并耐心询问
老人家属是否知道此事。老人突然
情绪激动并反馈不能告诉家人，坚决
要取款。随后，网点负责人引导老人
到金晖服务专区就坐，耐心安抚，并
试图联系其家人协助劝阻，但老人

称，需取钱给他人看看就可以免费领
取生命素，不会受骗，不愿联系家人，
执意要求取款。

本着对客户负责的态度，网点工
作人员一边终止办理该取款业务，一
边报警处置。经过民警和邮储银行
工作人员的轮番劝导和预防诈骗宣
教下，老人放弃了取款，避免了资金
损失。

“近年来，邮储银行云浮市分行
通过组织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户
外反诈骗宣传活动，加强社会群众
对各类诈骗的风险辨别和防范能
力。同时，全市各邮储银行网点积
极与警方密切合作、快速联动，多次
协助警方破案及抓获犯罪嫌疑人，
以及及时劝导受骗群众，挽回群众
损失等。”邮储银行云浮市分行相关
负责人说。

据统计，该行 2022年协助查询
涉案银行账户近600户、处置疑似诈
骗嫌疑卡300余张，协同反诈工作得
到相关部门的高度认可。

免费领取保健品？小心有诈！
云浮融媒记者 梁耀天 通讯员 谢力

本报讯 （云浮融媒记者 黄洋）
连日来，云安交警对六都镇中心小学、云
安中学等多个学校周边路段持续开展摩
电交通秩序整治统一行动，护航学生出
行安全。

行动中，民警针对校园周边的摩托
车、电动自行车存在无牌无证、驾驶人
逆向行驶、不戴安全头盔、超员等交通
违法乱象进行整治。执勤民警以教育
为主，将交通安全教育搬到执法现场，

对存在违法行为的家长进行面对面宣
教，并将其违法行为登记在册，要求家
长们言传身教，积极配合交警、校方做
好学生交通安全监管工作，并发放摩电
交通安全宣传资料，引导家长和学生学

法、懂法、守法。
为保障广大师生和家长交通安全，

云安交警将与教育部门联手，采取“家长
违法，通知学校”措施加强对学校周边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

云安交警持续整治校园周边“摩电”违法行为

护航学生出行安全

本报讯（云浮融媒记者 黄洋）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对平安建设的知
晓率、参与率和满意度，近日，云城区
前锋镇“好人队伍”进村入户派发平
安建设宣传资料，让群众详细了解禁
毒、扫黑除恶、防范养老诈骗、维护妇
女儿童权益等平安建设的相关知识，
打通基层宣传最后“一公里”。

行动中，前锋镇“好人队伍”利
用其人缘、亲缘、地缘等资源优势，
发挥他们熟悉本地情况、威望较高
等作用，深入各村各户，以通俗易懂
的例子为村民介绍和解答平安建设
的相关内容，宣传最新的政策和法
律法规。为达到更佳的宣传效果，
在进村入户宣传的同时利用微信公

众号推送、喇叭宣传等进一步丰富
宣传方式，扩大宣传范围及影响力，
营造了“平安建设人人参与”的浓厚
氛围。

本次平安建设宣传活动共派发
各类宣传单张 5000多份，接受群众
咨询 300多人次，提高了辖区群众对
平安建设的认识。

云城区前锋镇“好人队伍”进村入户宣传平安建设

平安建设 人人参与

本报讯（云浮融媒记者 朱雅渝 通
讯员 云协信 云统宣） 3月 17日上午，
市政协委员、统一战线成员在广东
药科大学云浮校区校园一处山坡上
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市政协党组书
记、主席梁丽娴参加。同日，各县
（市、区）政协委员、统一战线成员在
各地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并通过线
上认种、线下代种等形式开展“云植
树”活动。

种植现场，政协委员、统一战线
成员热情高涨、干劲十足，齐心合力

挥锹铲土、踩土定苗、浇水灌溉……
一派热火朝天、团结协作的景象。

“义务植树活动是把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落实到具体行动中的重要体
现。植树造林是造福人民的一项伟大
事业，义务植树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
的责任。”市政协委员、广东金晟兰冶
金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文容表
示，积极参与植树活动，也是展示政协
委员在全民爱绿植绿护绿行动中的担
当作为，更是广泛凝聚共识，不断提高
公众环保意识的有力举措。

“今天种下一片同心林，来日云浮
更美丽。”市政协委员、云浮市党外知
识分子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陈杨生表
示，通过市、县两级联动，“线上+线下”
灵活参与等形式，推动全市政协系统、
统战系统参与绿美云浮行动，从而引
导社会各界参与到全市生态文明建
设、共建绿美云浮的行动之中，持续提
升绿美云浮生态质量水平。

35亩山地、260多人、2180棵苗木
……这些数字见证了市、县两级政协
委员、统一战线成员身体力行、积极

参与打造“云山青水翠满城”的绿美
云浮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此次种植
的区域，以木棉树等花色呈红色的树
种组成内圆形，以冬青、樟树等常绿
乔木为外圆形，大体绘制成同心圆图
案，寓意大团结大联合。

市、县两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
侨联、工商联、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欧美同学会、少
数民族、宗教界、云浮海外联谊会代表人
士和市、县政协系统、统战系统机关干部
职工等参与植树活动。

全市政协委员、统一战线成员开展绿美云浮义务植树活动

“协”手共植同心林
凝心聚力建绿美云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