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宫凤琴
视觉编辑 夏大金
邮箱 qnrb999@163.com 2021年11月8日 星期一

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

本报讯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福泉市坚
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办实事，
积极为社区老人、空巢老人打造集健康护理、文体娱乐、精
神关爱等功能为一体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为老人们建起
了一个“温暖的家”。

走进福泉市牛场镇五新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记者就被
老人们欢快的笑声所吸引，日间照料中心内老人们三个一
群，两个一组，他们或围坐笑谈或下棋打牌，自得其乐。室
外下着细雨寒意渐浓，室内开着空调却犹如春天般的温暖，
大家的脸上都挂着开心的笑容。

“我们老人在日间照料中心这里玩得很开心，还可以在
这里就餐，这里的饭菜比街上饭馆便宜多了，吃得好玩得
好，我们足不出楼就能欢度一天，日子过得很幸福。”正在日
间照料中心和伙伴们闲聊的王金绣老人对记者说。

福泉市牛场镇五新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位于牛场镇东外
环五新社区内，属于公建民营的一家养老机构，由福泉市
投资 50万元建成。中心占地面积一千余平方米，于 2019
年开始建设，2020年竣工投入使用。日间照料中心环境
舒适整洁，设有厨房、餐厅、休息区、棋牌室、多功能
厅、康复训练室等功能室和活动区域，共有16张床位，7
名工作人员，所有房间均配备了空调、电视及独立卫生间

等生活设施。自
日间照料中心建
成 投 入 使 用 以
来，老人们在这
里喝茶、聊天、
下棋、写字、画
画、做手工等，
这里全方位满足

了辖区老年人生活照料、精神文化、卫生健康等方面的需
求。

“2020年，我们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了黔灵女家
政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管理牛场镇五新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今年，我们加大了资金的投入，购置了餐饮设施设备，增设
了安全护栏，搭建了舞台，还积极组织协调公司从业人员参
加全州养老护理专业培训，提升他们的专业护理能力和水
平。”福泉市民政局综合科工作人员王均说道。

在金山街道藜峨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项目施工现
场，工人师傅们正在抓紧装修施工中。记者了解到，在福泉
市民政局的积极协调下，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
藜峨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藜
峨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预计将在 12月初建成投入使
用，中心占地面积 1200平方米，有 18张床位，设有厨房、餐

厅、棋牌室、休息区、舞蹈室等休息娱乐场地，可以同时容纳
70余人开展活动。

据了解，截至目前，福泉市已在牛场镇的五新社区、马
场坪街道的乐岗五新社区、金山街道的翰林社区和藜峨社
区等地设立了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后期还将在金山街道
的叠翠社区、双桥社区等地成立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这
些日间照料中心采取有偿、低偿、无偿三种形式逐步完善各
种服务机制，切实为辖区内老年人安享晚年提供幸福、健康
的平台。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对日间照料中心给予更多的支持
和帮助，把日间照料中心办得更好，实实在在的为群众办实
事，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让老年人尽享美好生活，
子女能够安心工作。”王均说道

（本报福泉记者站 底静 李庆飞 摄影报道）

福泉：建立日间照料中心 打造社区幸福之家

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
实维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11月3日，长顺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实践活动，根据前期消费
者“点单”，选取辖区内普遍关注的食品安全热点，邀请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代表、第三方机构开展抽检。

活动中，抽检人员根据前期征集消费者的意见，来到长
顺县益智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和流通量大的超市，对多
个产品进行随机取样。豆芽，青椒，生菜和猪肉等二十几种
菜品，是抽检人员当天的工作重点，对于抽检工作，商家纷
纷表示支持。

“此次活动主要目的是向消费者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知
识，提高对食品安全抽检工作知晓度，引导社会大众自觉参
与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让广大消费者切实感受到幸福感、满
足感和安全感。”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科长安洋告诉
记者。

据悉，“你点我检”实践活动以“食品安全·你我携手”为
主题，以日常消费的大宗食品为重点，围绕老百姓关心的农
兽药残留、重金属、微生物污染等热点问题有序推进，抽检
区域覆盖长顺县学校食堂、旅游景区、商超以及农贸市场
等。

“食品安全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今天作为“你
点我检”活动的参与者，我觉得开展这次活动是非常有必
要，可以让老百姓在饮食方面吃得安心，吃得健康。”长顺县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杨永慧说道。

据了解，本次活动根据前期调查问卷的结果抽取食品

5个批次，食用农产品40个批次，对本次抽检活动中发现
的不合格食品，后期将依法开展核查处置，督促食品生产
经营者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推动长顺县食品市场健康有序
发展。

“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此次抽检的结果，结合实际持续
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实现抽检工作“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充分发挥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作用，督促食
品经营企业进一步落实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和各项食品安
全管理制度，营造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格局。”
安洋说道。 （本报长顺记者站 罗思黎 摄影报道）

长顺：食品安全“你点我检”切实维护“舌尖安全”

本报讯 “这个挡墙真的是
修得又好又及时！不然，我们一
家人哪能睡一个安稳觉。地基
被大水掏空，随时都担心房子垮
了，住着哪有什么安全感？在我
们组里说起这个项目，人人都要
竖大拇指……”11月3日，龙里县
谷脚镇谷冰村高龙井组的蒋合
发在谷冰村村委会前看到了谷
脚镇“我为群众办实事”——谷
冰村高龙井组河堤加固修复项
目的展板，便一下子打开了话匣
子，激动地向旁人分享他的经历
和感想。

原来，谷冰村高龙井组因特
殊的地理因素，常年的雨水导致
部分河堤损毁、沙石填满河道。
加之今年 5月 12日，谷冰村遭遇
多年不遇的大洪水，河堤被大面
积冲垮，河道旁的几户人家房屋
地基也被掏空，蒋合发家便是其
中之一。

“安全无小事！河道旁边住
着11户人家40余人，其中8户人
家相对危险，若不抓紧清理河
道、修复河堤，万一再遇到暴雨
涨水，那大家的安全就难以保
障，群众害怕，我们更心慌！”谷
冰村支部书记陈艳祥说。

为了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帮
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谷脚镇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积极加强向上
对接，先后向龙里县应急局申请
应急救灾资金 30 万元和水毁资
金20万元，并同步安排施工队对
河道进行清理，对存在安全隐患
的河堤进行维修加固，砌筑沿河
挡墙。

据悉，项目共加固河岸长 180米，其中：上宽 0.8米、
下宽1.5米，挡墙高2.5米；清理河道并外运堵塞的土石方
820立方米，完成河道旁群众地基的修复，该项目于 6月
中旬完成所有施工内容。项目的实施，为高龙井组河道
旁的 11 户群众解除了安全隐患、筑起了牢固的安全屏
障。

图为修复后的河堤修复后的河堤。。
（陈婷婷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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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疫情常态化防控不能松懈，尤其是在人流量大的
重点场所，更应加强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11月3日，笔者走
进都匀高铁东站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是如何做的。

把好疫情防控的出入关，需要内外兼顾才能做到严丝合
缝。在都匀高铁东站进站口，工作人员正在严格按照要求提
醒广大旅客们佩戴口罩，执行人员正在为旅客进站进行验
证，完成测体温，出示健康码，行程码三件套的检查即可进
站，与此同时车站还会通过公告小喇叭，电子屏等方式提醒
大家做好疫情防控。

在候车室内，旅客们按照要求有序候车，保洁人员也正
在按时对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工作，防控工作井然有序。

“每四小时消毒一次，主要是集中在候车室、售票厅以及
电梯扶手，还有像卫生间等各公共设施、旅客能够触摸到的
任何位置，我们都是要根据日常情况进行消毒的，以及旅客
经过的场所都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消杀。”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
有限公司贵阳车站都匀东站助理工程师杨易麟说。

据车站工作人员介绍，车站一直以来都是严格落实防疫
规定，除了对车站公共区域进行四次消毒外，还特别规定工
作人员每天上下岗要做体温检测，行程动态进行报备，确保
疫情防控有序可控。

“我们日常对工作人员也做重点监控，早上接班以后和晚
上退班以后都要进行体温检测，健康码、行程码的查验，确
保工作人员的体温正常，确保行程码健康码都是绿码。同
时，我们要求工作人员当班期间每四天以内做两次核酸检
测，确保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当班期间核酸检测呈阴性，极大
降低了旅客感染风险。”杨易麟说。

都匀高铁东站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不动摇，紧盯车
站防线，持续织密织牢常态化疫情防控网。无论是车站进口
还是出口，都有专班专人做好值守，不间断语音提醒注意事
项，切实进一步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
有效控制疫情传播风险，全力确保车站疫情防控到位，让每
一位旅客顺利进站乘车。

（陆金慧 杨军 吴谋灿 摄影报道）

都匀高铁东站筑牢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本报讯 11月4日，瓮安县2021年度广州市协作资金电商
骨干和致富带头人培训项目在瓮安县翔远职业培训学校举行开
班仪式。

此次培训为期 10天，共有 77名学员分两个班参加培训，
其中电商骨干 30 人、致富带头人 47 人，由瓮安县农业农村
局、瓮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瓮安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共
同组织开展，瓮安县翔远职业培训学校负责培训工作，旨在为
瓮安县培养电商骨干和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对象创业成功后
带动当地其他脱贫户和边缘易致贫户增收致富，基本形成“教
育培育+创业服务+政策扶持+带动致富”的“四位一体”培育
体系。

培训按照创业方向、创业阶段，分层次、分专业、有针对
性地从种养殖、加工业、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方面开设不同
类型的课程辅导，适时开展创业适用技术指导，根据培训对象
的兴趣、特长安排个性化培训课程，让学员通过培训真正掌握
创业技术。

电商骨干培训学员胡明进说：“很高兴能参加这次的电商
骨干培训学习，我一直从事线下实体生意，现在的营商环境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必须多渠道打通销路。希望通过这次学习，
把电商知识运用到我的生意里去，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把家
乡的优质商品卖到全国各地。”

（罗吉麟）

瓮安“孵化”77名电商骨干和创业致富带头人

对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老人们在这里喝茶、聊天、打牌、读书、看报，其乐融融。

五新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抽检鸡蛋抽检鸡蛋

执法人员抽检蔬菜执法人员抽检蔬菜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宣传教
育活动，增强全民维护国家安全意识，11月1日至2日，人保
财险黔南分公司组织辖内机构开展了《反间谍法》宣传教育
活动。

活动期间，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辖内各机构通过组织工
作人员在晨会上观看警示片，在营业大厅明显位置处张贴

“反间谍法”宣传海报、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向客户宣讲《反
间谍法》相关知识等方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员工和客
户做国家安全的捍卫者，做到人人自觉参与维护国家安全和
社会政治稳定，营造了“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浓厚宣传
氛围。

此次活动共计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印制宣传海报50余
份，解答客户咨询 20余人次。通过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增
强了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全体员工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感，为构建和谐家园，维护社会稳定，保卫国家安全贡献自
己最大力量。

（左杨玲）

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开展《反间谍法》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