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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声明

■公告·声明
广告热线：22232030
刘生：18038725203
陈生：18033202158

为方便办理刊登遗失声明、公告,我报在以下地

址设立代办点:

容桂：容桂汇景路10号（联记饭店左侧直入50米）

电话：28316623

伦教：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北海东便坊46号

电话：27732632

北滘：北滘镇济虹路大满街25号

电话：26393283

陈村：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锦华路11号

电话：23332268

乐从：乐从镇新华村新华二街B36铺

电话：28859545

龙江：龙江镇南福新村路5号

电话：23393801

勒流：勒流街道勒流居委会龙升北路五巷十三号

电话：25563660

杏坛：杏坛镇环镇路莲安街26号

电话：22891031

均安：均安镇齐安路28号恒翠地铺8号

电话：25501622

服务热线：22200555

核销声明
现佛山市顺德区公共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524406063981736489）予以核销，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东莞市铧宇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已填开广

东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第二联收据联）4

份 ，单 据 号 ：AY90194615 （ 终 端 编 号 ：

4422030920701），单据号：AY90194626（终端编号：

4422030920704），单据号：AY90194668（终端编号：

4422030959701），单据号：AY90194671（终端编号：

4422030962701），开出金额：壹仟元整，收费项目：即开

IVT押金，已盖财务专用章，特此声明作废。

●佛山市顺德区泳之乐泳池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编号：

44060620200013，发证日期：2020年07月09日，现声

明作废。

白蚁防治

大良荣开白蚁防治所
40年经验老字号白蚁所
地址：大良甲子路51号·大良恒丰楼

18号·伦教荔村东苑15区65号
电: 22283351 13316317880

温馨提示:本版刊登信息内容仅供参考,买卖双方需遵从国家有关商业法

规,如有纠纷,可循法律途径解决,本报恕不负责。

君发物业君发物业 1370234678813702346788
1350027908813500279088

●华盖路单家，两层建筑65m2，繁华地
段，可做民宿或自住，售88万
●东区单家，交通方便，3米路可改车库，
占地83m2，建4层格局好，售298万
●地铁D出口府又单家占地83m2建筑
300m2，三边路精装易改车库，售280万
●东区愉景花园别墅占地180m2，建筑
280m2，坐北朝南，仅售768万
● 东 康 花 园 独 墅 占 地 180m2，建 筑
300m2，坐北朝南拎包入住售868万

●玉翠苑独栋别墅占地 318m2，建筑
450m2豪装售1180万
●大良一线大路边别墅，占地300m2，建
筑4层，宜商宜居，售1000万
●湖景花园别墅占地280m2另送100m2

花园精装东南朝向售1680万
●桂畔海附近13米大路单家占地170m2，
建筑750m2，纯国有仅售500万
●富安工业区国有厂房占地5000m2建筑
4000m2，3边大路，交通便利，售3980万

服务热线:
22232030

连 生：13302830270
陈 生：18033202158
吴经理：13531368398
何经理：18033202138

为方便办理刊登百姓资讯分类广告，我报在以下地址设立办理点：

百姓
资讯 分类广告物业

资讯

大良：大良沿江北路118号

电话：22212413

容桂：容桂街道汇景路10号（联记饭店左侧直入50米）

电话：28316623

伦教：伦教伦北路8号

电话：27732632

北滘：北滘镇居仁路5号Ａ座2号铺

电话：26393283

陈村：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锦华路11号

电话：23332268

乐从：乐从镇新华村新华二街B36铺

电话：28859545

龙江：龙江镇南福新村路5号

电话：23393801

勒流：勒流街道勒流居委会龙升北路五巷十三号

电话：25563660

杏坛：杏坛镇环镇路莲安街26号

电话：22891031

均安：均安镇齐安路28号恒翠地铺8号
电话：25501622

服务热线：22200555

珠江商报讯 记者王阳奕
报道：3月15日，勒流街道“心
向阳光 关爱成长”妇女儿童权益
保护专题讲座暨中小学“至善·至
雅·自护”女生主题教育启动仪式
在扶闾小学举行。面向街道各中
小学，勒流将校社联动开展一系
列关爱女生专题教育，把更多的
健康知识与自我保护技能传授给
学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切实提高其安全意识与自我
保护能力。

本次活动向勒流各中小学
深入解读了 《关于开展 2023
年勒流街道“至善·至雅·自护”
女生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讨
论稿）》。为了把保护女生人身
权益的工作做到实处，勒流将
成立街道教育办公室女生教育
专责领导小组与街道女生教育
讲师团，积极引导学校建立完
善的心理危机干预、预警和监
控体系，巩固提升联防联动长

效机制，完善预防、处置、救
助“三线合一”工作格局。

女生主题教育将从3月起
贯穿至全年。接下来，勒流将
举行一系列“村居法律顾问送
法进校园”活动，并开展专题
教育，组织各中小学骨干班主
任进行课堂观摩及培训，再由
各校面向全校女生分年段开展

“自我保护”主题教育活动与
“遇见更美的自己”女生青春期
教育活动，引导小学五、六年级
女生认识青春期的自我变化，
理解养成健全人格和心理品
质，让身心健康和谐发展；提高
初中女生对网络交往、异性交
往等信息的甄别能力，和谐处
理与家长、同学与老师的关系。

家校联动也是本轮教育的
重点，各学校将对全体女生的
心理健康状态进行动态性、全
员性排查，重点排查留守儿童
和特殊家庭的女生，落实“一

生一案”追踪跟进，以心理活
动课、主题班会、心理拓展训
练、体育活动、团队活动等方
式培养其健康心态和归属感，
并通过家长学校活动、学校公
众号宣传等方式，向女生家长
普及女生提供教育指导。

当天，“心向阳光 关爱成
长”村居法律顾问送法进校园
之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专题讲座
同步开展。勒流司法所、勒流
妇联、勒流教育办联合邀请村
居法律顾问刘冬仁，围绕“什
么是性侵害”“怎么防范性侵
害”“如果被性侵了该怎么
办”等问题进行防性侵知识讲
解，并通过现场提问的方式，
与学生们进行交流互动。

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通过此次活动，切实提高未
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意识和能
力，为学生健康成长筑起“防
护墙”。

勒流开展一系列关爱女生专题教育

展开家校联动 落实“一生一案”

开办长者饭堂 提供免费康养
德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运营半年来，努力为辖区居民长者提供多元化、高质量的养老生活

文图/珠江商报记者张泰银

3月15日下午，在大良街道
德和社区，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内
的共享厨房里格外热闹，十来位
长者围坐一圈学做蛋挞。

作为顺德区首个新建住宅小
区配建的托老所，德和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是社区重要的养老、为
老服务阵地。投入运营半年来，
德和社区依托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为阵地，探索“积极老龄化”多
元养老为老助老模式，努力为辖
区居民长者提供多元化、高质量
的养老生活。

3月15日10时30分许，养
老服务中心的舞蹈班刚下课，大
家陆续收拾东西回家。68岁的郎
里达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留在了
舞蹈室，稍作休息后，她打开音
乐，练习刚学的舞蹈。

11时25分左右，郎里达收
拾东西，刷卡取饭回家。“中午
家里就我和老伴两个人，孩子不
回来，我打包带回家吃。”郎里
达说，过去要自己买菜做饭，费
时费力，“现在打包回去很方
便，饭菜分量足，性价比也高，
大家很满意”。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设有食

堂，长者们可以选择在食堂吃，
也可以打包带回家。食堂内，几
张餐桌收拾得干净整洁，可容纳
20多人同时就餐；食堂墙上，温
馨地贴着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
塔、文明就餐、珍惜粮食等宣传
知识。而在中心大厅显著位置，
可以看到长者饭堂的一周菜谱。

“目前平均每天有二三十位
长者选择在中心吃午餐。”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运营方工作人员表
示，许多老人的子女不在身边或
中午不回家，“吃”是最普遍的

“刚需”，长者只要提前报餐，就
能免去自己动手做饭的麻烦。

吃得顺心，中心的活动也让
长者开心。

“中心的文娱活动丰富多
彩，葫芦丝班、舞蹈班、走秀等
等，好多活动我都参加了，只要
能安排好家务事，我几乎每天都
来。”郎里达笑着说，有了社区养
老服务中心，生活感觉很充实，社
区老人的幸福指数在提高，“在这
里，认识了一些朋友，又学了一
些技能，也锻炼了身体，心情特
别好。晚上我也在小区教大家跳
舞，发挥自己的价值，生活有滋
有味，感觉很好”。

75岁的王奋勇，是德和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的忠实“粉丝”。
周一至周五，每天9时前，送了孙
子到幼儿园后，他就来到社区养
老服务中心，或参加活动，或聊
聊天，或只是坐坐、看看。

“中心启用没多久，有一
天我散步走到这里，觉得挺不
错，后面只要有空就来这里。
最近还参加了八段锦公益课
程。”王奋勇是外省人，由于
儿子在顺德工作，两年前他才

来到顺德带孙子，“自从有了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这个好地
方，我认识了不少朋友，特别
是有两个好朋友，收获很大”。

运营以来，中心大力探索
“积极老龄化”运营模式：一
是引入凤岭敬老学堂、公益课
堂等教学资源，开展“家门
口”助老益老教学；二是依托
服务中心开展多元活动，满足
长者精神文化需求；三是组建
社区服务中心初老志愿队伍，

服务老弱群体，增加社会参与
度；四是常态化开展康复保健
服务，保障长者健康；五是开
办长者饭堂，提供暖心服务。

据统计，截至今年2月，
中心已常态化开展葫芦丝、舞
蹈等公益课程，提供免费基础
康养服务 30 余次，组织宣
传、讲座、义诊、观影、康复
理疗等活动超过75场次，场
室借用超过180场次，服务超
1800人次的社区居民长者。

今年，德和社区计划与顺
德区老年干部大学深度合作，
以德和作为社区合作模式新试
点，为社区老年干部教育普及
提供可复制经验。其中，重点
包括党建结对、教育支持和志
愿服务三大板块。

在党建结对方面，拟推动
社区组建离退休干部临时党支
部，并与区老年干部大学学员
临时党支部进行结对共建，共
同推动社区离退休干部工作；
在教育支持方面，拟在德和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设立区老年干

部大学红耆德和教学点，开展
恒常公益课程以及特色课程教
学；在志愿服务方面，组织区
桑榆红党群先锋队、老干部

“红耆”志愿服务队、社区长
者志愿者等力量，开展社区志
愿服务。

“我们有不少离退休干部
活跃在社区服务的方方面
面。”德和社区党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社区将活用机
关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退休不
褪色的积极力量，计划组建社
区离退休干部临时党支部，在

党建引领社区共建共治共享中
发挥“红耆飘飘”的带动作
用，并做好离退休干部居民联
系工作，积极培育居民骨干力
量。

近期，德和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还计划增设阅览室，喜欢
看书的王奋勇将这事记在了心
里。“平时我也经常到图书
馆，以后中心有阅览室，来这
里想看书可以看书，想活动可
以参加活动，多惬意！”说起
这事，王奋勇满脸期待。

“生活有滋有味，感觉很好”

探索“积极老龄化”运营模式

引入各方资源激发长者活力
养老服务中心的共享厨房里，十来位长者围成一圈学做蛋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