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2022年6月2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林春萍 美术编辑：石畯涵 审读：谢依庭 校对：谢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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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荔枝“红”了
行情火爆一售而空

南沙新区报讯（记者谢子亮
通讯员彭楚倩）夏蝉鸣，荔枝
红。日前，记者从榄核镇了解
到，榄核河岸伫立了一个多世纪
的17棵沙角村百年荔枝树迎来
了采摘的日子。

“今年虽然是荔枝‘小年’，
产量比往年低，价格对应也有所
上涨，但这没有影响顾客们的热

情。”据榄核镇沙角村相关负责
人介绍，很多往年的顾客会提前
预订，有时候当天的荔枝尚未下
树就已销售一空。目前17棵荔
枝古树的结果已经全部售出。

据悉，17棵荔枝古树位于榄
核镇沙角村沙角尾，均为妃子笑
品种，已列入广州市古树名录加
以保护。

南沙109个长者饭堂恢复堂食

一餐长者饭一份暖心餐
南沙新区报讯（记者谢子亮 通

讯员麦嘉明）记者日前从南沙区民
政局获悉，受疫情影响广州市居家
养老配餐服务在今年 3 月暂停堂
食，6月6日起有序恢复，目前南沙
区109个长者饭堂均已恢复堂食。

据介绍，南沙区重新开放的长
者饭堂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举
措，堂食服务实行限流措施——堂
食服务总人数不超过日常服务量
的50%。此外，饭堂工作人员在上
岗前做好核酸检测，上班接受体温
检测，同时引导老人分时段、分散
就座用餐，严格落实每日消杀，确
保暖心服务和疫情防控统筹推进。

让老人吃得开心又放心
记者了解到，长者饭堂不仅菜

品丰富，而且价格适中，每天提供
两荤一素一饭一汤，做到一周不重
样。菜谱不仅荤素搭配且时令结
合，让老人能吃到当季的新鲜菜

品，还根据老年人的特点，以少油
少盐少油炸来烹调，让老年人吃得
开心、吃得放心。

“有时候是排骨，有时候是猪
肉、有时候是鸡肉，还有一个小炒、
一个青菜，只要几块钱一餐，而且
干净又卫生。”横沥镇居民关叔和
郭姨告诉记者，长者饭堂“健康又
美味”。

失能老人则可享受送餐补贴，
“健康餐”直接送到家门口。前期
由于疫情原因，暂时停止堂食，但
为了保证有就餐需求的特殊困难
老人能够吃上健康美味的饭菜，各
饭堂协调安排专门的配餐志愿者
送餐上门。老人足不出户就吃上
既热乎又经济实惠的饭菜，送餐上
门服务也赢得了一片点赞声。

9个镇街均设置长者饭堂
长者饭堂是为老年人提供用

餐的服务设施，解决了老年人特别

是独居、无自理能力老年人的餐食
问题，使他们的生活有了较为可靠
的保障。据了解，在市、区、镇街三
级补贴后，南沙区户籍老人仅需自
费 3-5 元即可享受四菜一汤（三
荤、一素、一汤）。

目前，南沙区全区长者饭堂数
量达到109个，覆盖全区9个镇街，
就餐老年人数占户籍老年人数的
比例为14.87%，近两年来年度就餐
人数占辖区户籍老年人数的比例
及年度就餐人次位居全市前列。

南沙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道，为切实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
幸福，南沙区民政局逐步探索自建
厨房模式。自建厨房就是以现场
烹制的方式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助
餐配餐服务，有效避免餐食在运输
途中冷却的问题，确保老人能吃上
热乎饭。此外，南沙将会进一步优
化长者饭堂的选址布点，督促运营
机构提升助餐配餐服务质量。

暑假将至南沙区发放300万元文旅体惠民券

亮丽南沙邀您来玩
南沙新区报讯（记者罗瑞

娴）6 月 18 日，由南沙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主办的南沙区文
旅体消费券惠民活动发布会在
南沙万达广场举行。市民可通
过线上限时限量抢券、线下限量
抢券两种方式“揾着数”，区内多
家旅游景区、餐饮、酒店、民宿、
文化体育场所、网咖、KTV 等都
可用券，最低打1折。

此次消费券分别于 6 月 18
日和 9 月 1 日分两轮进行发放，
优惠力度达300 万元，预计带动
消费超2000万元。

据南沙区文广旅体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此次文旅体消费券
设置非常“人性化”，其金额的制
定参考了众多行业标准，且商家
优惠力度大，覆盖范围广，优惠
时间长。当天发布会现场还设
置抽奖环节，有幸运的市民抽中
了餐饮消费券、农家特色产品、
星级酒店免费入住券等奖品，现
场奖品总价值超10万元。

此次惠民消费券在 6 月 18
日晚上 7 点向广大市民正式发

放，线上通过“南天荟”小程序平
台发放，线下由参加活动商家自
行发放。

南沙区拥有非常丰富的旅
游资源。其中东部滨海旅游板
块以滨海、休闲为特色，包括南
沙天后宫、年通关达75万人次的
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南沙游艇会
等海洋文化特色旅游项目。

南部生态旅游板块以自然、
生态为特色，包括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南沙湿地景区、百万葵
园，以及十九涌渔人码头、水鸟
世界等海洋生态景观。

北部文化旅游板块则以历
史人文为特色，包括十八罗汉山
森林公园景区、东涌水上绿道、
以及星海故居等人文旅游景观。

本次消费券惠民活动专门
加入体育类商家，希望能推动全
民健身运动，不断扩大广大群众
健身锻炼的参与面。活动也结
合丰富学生的暑假生活、着力打
造群众身边的健身圈等方面，创
造南沙自身的文旅体IP，打造南
沙更加亮丽的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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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新区报讯
（记者林春萍 实习生
黎熙俊摄影报道）6月
20 日，2022 年广州中
考正式开考。图为当
天上午，考生搭乘送
考大巴抵达南沙一中
初中部考场。

广州市疾控中心发出最新提醒

多地来穗人员请主动报备
南沙新区报讯（记者谢子亮

通讯员穗疾控）鉴于近期疫情防
控形势，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日前发出最新提醒：请近期有
澳门特别行政区、深圳市福田区
和罗湖区旅居史的来（返）穗人
员立即向所在社区（村）、单位、
酒店主动报备。

据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通报，6 月 19 日，澳门特别行
政区发现至少12例本土新冠肺
炎阳性感染者；6 月 19 日，珠海
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香洲
区分别报告1例澳门输入新冠肺
炎无症状感染者；6 月 18 日，深
圳在社区筛查中发现2例新冠病
毒无症状感染者。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发出紧急提醒，6月12日以来有
珠海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香
洲区旅居史，6 月 6 日以来有吉
林省吉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一师旅居史的来（返）穗人
员，请立即向所在社区（村）、单
位、酒店主动报备，实行“3 天居
家健康监测+11天自我健康监测

（第 1、3、7、10、14 天开展核酸检
测）”，前3天非必要不外出，不返
岗返校。

6 月 5 日以来，有澳门特别
行政区旅居史的来（返）穗人员，
请立即向所在社区（村）、单位、
酒店主动报备；有澳门特别行政
区划定的红黄码区内旅居史的，
实行“7天集中隔离（每天开展一
次核酸检测）+7天居家隔离（第
10、14 天 各 开 展 一 次 核 酸 检
测）”；有澳门特别行政区（红黄
码区除外）旅居史的来（返）穗人
员，实行7天居家健康监测，期间
开展“7天3检”。

此外，6 月 10 日以来，有深
圳市福田区、罗湖区旅居史的来
（返）穗人员，请立即向所在社区
（村）、单位、酒店主动报备，实行
“3 天居家健康监测（核酸 3 天 2
检，间隔应超过 24 小时）+11 天
自我健康监测”，前3天非必要不
外出，不返岗返校；有深圳市（福
田、罗湖除外）旅居史的来（返）
穗人员，请主动就近完成一次核
酸检测。

广州外国语学校二期
9月投入使用

南沙新区报讯（记者罗瑞娴）日前，
广州外国语学校 2022 年初中招生方案
正式披露（扫右下角二维码了解详情）。
记者了解到，广州外国语学校二期将于9
月投入使用，初中、高中将同步扩招。

记者从招生方案中看到，今年该校
初中部将面向全市招收具有浓厚外语学
习兴趣，并立志通过掌握外语这门工具，
学习和传播国内外先进科学知识和优秀
文化，成为通晓国际规则并参与国际竞
争、交流与合作的复合型、创新型、外向
型博雅人才的适龄学生，招生人数为405
人，较去年增加
了135人。

该校此前发
布的高中招生问
答显示，该校高
中 今 年 共 招 生
380 人 ，较 去 年
扩招120人。

南沙首个区级医院
介入导管治疗中心投用

南沙新区报讯（记者谢子亮 通讯员
李美媛）6月17日，南沙区第六人民医院
介入导管治疗中心揭牌，该中心的投入
使用填补了南沙区区级医院在介入治疗
技术领域的空白，让辖区内老百姓可就
近享受到优质的介入诊疗服务，也标志
着该院学科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记者获悉，介入导管治疗中心的投
入使用将造福南沙的心脑血管患者，尤
其是为急性心梗、脑梗等危重症患者的
抢救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争取宝贵的
抢救时间。该介入导管治疗中心与广州
市红十字会医院展开技术合作，进一步
打造南沙区六院介入诊疗技术的品牌，
提升南沙区六院介入诊疗服务能力。

南沙区第六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医院将以此为契机，以心脑血管疾病
的介入诊疗为突破口，进一步拓展大血
管、外周血管、肿瘤等介入诊疗，加强学
科建设，为健康南沙做出积极贡献。

广州地铁：

“一码通行”搭地铁

南沙新区报讯（记者谢子亮 通讯员
冯贵林、余晓殷）近日，为进一步提高乘
客的出行效率，广州地铁官方APP上线
试运行“多码合一”功能，也就是说，市民
使用广州地铁乘车码不仅能搭乘地铁，
还能显示乘客的健康码状态、核酸检测
情况等防疫信息，轻松实现“一码通行”。

据介绍，新功能试运行期间，市民可
在出行前下载广州地铁官方APP并更新
至最新版（版本号5.10.0或以上），在“乘
车码”界面经过实名认证授权后，即可使
用乘车码、健康码、核酸检测码“多码合
一”功能。该功能通过对需要进站的乘
客实现“一屏展示”健康信息，显示绿码
即可进站刷码乘车，无需再从健康码切
换为乘车码，简化了进站流程。值得注
意的是，健康码为黄码或红码的乘客，将
只显示对应颜色的禁止符号不显示乘车
码，此时乘客不可进站乘车。

南沙警方：

“快递面单”别乱扔！

南沙新区报讯（记者谢子亮 通讯员
南公宣）近日，广州南沙警方打掉一个涉
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团伙。

5月初，南沙警方通过信息研判，发
现一个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团伙，
该团伙通过偷拍并出售“快递面单”获
利，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

经缜密侦查，南沙警方逐渐掌握该
团伙的作案证据及组织架构，于是组织
警力实施抓捕。行动中，警方在白云区、
花都区、天河区等地先后抓获16名犯罪
嫌疑人，查获作案手机23部，涉案U盘、
网盘等物品一批，初步核实涉案“快递面
单”7.4万余张，涉案金额约20万元。

据民警介绍，“快递面单”记录了公
民的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泄露后可能
会被不法分子用作不法用途。本案中，
犯罪嫌疑人通过偷拍“快递面单”的方
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及商品信息
上传至网盘储存，然后以每张“快递面
单”1 元至 4 元不等的价格贩卖给网络

“黑灰产”团伙和诈骗团伙牟利。

南沙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备受游客青睐。刘伟 摄

关于排除一起新冠肺炎病毒
核酸检测结果异常的通报

2022年6月20日6时34分，
我区接报一份应检尽检人群 20
合1的混采样本新冠肺炎病毒核
酸检测初筛结果异常，立即启动
应急响应。经疾控部门对所涉
20人进行重新采样检测，20人核
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但鉴于周边疫情防控形势
严峻，为进一步做好我区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更好保障全区
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各镇
街将在辖区内开展社会面区域

核酸检测工作，以更加有序有力
有效防控隐匿性传播风险。请
广大市民朋友积极配合属地镇
街的安排，有序开展核酸检测工
作。同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不造谣，主动加强自我防护，勤
洗手，戴口罩，少聚集，保持社交
距离，共同筑牢疫情防控的坚固
防线。

广州市南沙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2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