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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发放 267 万元助困难群众御寒
自去年 12 月入冬以来已派出工作组 6421 个，
持续开展专项救助行动
本报讯 近日，全省连日出现明显持
续降温天气，广东各地民政部门全力保障
困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据不完全统计，
自 2020 年 12 月入冬以来，截至 2021 年 1
月 11 日零时，全省共派出工作组 6421 个，
探访慰问及救助低保、特困人员等困难群
众 176497 人 ，向 困 难 群 众 发 放 慰 问 金
267.62 万元，发放棉被 79755 床、棉衣裤
54229 套。
7 日晚，在 5℃气温的肇庆市，当地救
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年约 40 岁的
男子在街头瑟瑟发抖。工作人员赶忙为
他送上羽绒服和食物驱寒。随后，依据该

男子意愿，工作人员为他购买了回老家的
火车票，
送他回家。
自 2020 年 12 月以来，全省 21 个地市
及各县区对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
持续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
截至目前，共出动街面巡查救助车辆 8575
车次，工作人员 35751 人次，共劝导、救助
流浪乞讨人员 5389 人次。发放棉被 4643
床、棉衣裤 6625 套，方便面、纯净水等食品
一批。
寒潮期间，
全省 97 家救助管理机构严
格实行 24 小时值班，确保“24 小时救助热
线”不断接不漏接，发现情况第一时间到

场处理。
散居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怎么办？
各地民政部门组织工作组深入村（社区），
排查了解各类困难对象和特殊群体的生
活情况，并对消防设施及用火、用电、用
气、供暖等设备进行全面检查。
江门市依托居家养老“平安通”平台，
增设 6 条 24 小时专线，持续向特困、低保、
残障、高龄独居空巢服务对象进行寒潮预
警。截至 1 月 11 日 10 时，收到 11 宗御寒
物资申请。清远市清新区在寒潮到来前
下拨资金 35 万元，由各镇采购棉衣棉被，
及时发放给困难群众。
（莫冠婷）

2020 年度广州市社工行业十件大事评选揭榜

“红棉守护热线”高票入选 服务超 350 万人次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林婷玉 通讯员
廖培金）1 月 8 日，2020 年度广州市社会工
作协会年会以“启航新征程，开创新格局”
为主题举行。数百位来自各地的政府部
门代表、社工机构代表、专家学者参加了
会议。会上发布了《广州市社会工作发展
报告（2020）》
（以下简称“报告”
），并揭晓
了 2020 年度广州市社会工作行业十件大
事。
报告显示，广州作为全国社会工作服
务试点的先行地区之一，经历了试点探索
期、全面推广期、平稳提升期和转型创新
期。在广州市社会工作发展迈向新阶段

之际，广州社会工作服务实践呈现六大亮
点，一是全市社会工作服务的法规制度进
一步健全完善，法治化、规范化建设水平
迈上新台阶；二是社工服务站基本实现了
全市镇（街）全覆盖，统筹城乡协同发展的
社会工作服务新格局初步形成；三是党对
社会工作发展的全面加强，全市社会工作
服务行业党建工作取得新突破；四是“社
工+”战略深入实施，
“社工+慈善+志愿服
务”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效；五是广州社工
在服务困境群体和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
进一步凸显。
会上揭榜的 2020 年度广州市社会工

作行业十件大事中，行业党建工作、
“红棉
守护热线”、特殊困难群体“社工服务网”、
“社工+慈善+志愿服务”融合发展、
《2020
年广州市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目录》公布、
社工参与脱贫攻坚以及标准化建设、行业
自律建设、社工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
等热点内容均榜上有名。其中，广州社工
“红棉守护热线”高票入选，
全市 235 条“红
棉守护热线”，6000 多名社工线上线下服
务居民超 350 万人次，服务各类困境群体
超 60 万人次，得到各大媒体报道达 1500
多篇，获得各级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
许。

南方电网冬季现反季节用电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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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多地取消
2021 年春节花市
本报讯 每年春节，广东人素有
“行花街”的传统。但是，当前，我国
本土新冠肺炎疫情呈零星散发和局
部聚集性疫情交织叠加态势，防控形
势严峻复杂。同时，国外疫情持续加
剧蔓延，全球疫情防控面临大考。根
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及工作措施要
求，深圳、珠海、清远、江门、肇庆、佛
山等多地已明确宣布取消 2021 年迎
春花市。
1 月 7 日，佛山市禅城区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消息
称，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及工作要
求，经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研究决定，不集中举行 2021 年
迎春花市（文华花市、祖庙松风路迎
春花市、南庄迎春花市、石湾迎春花
市、张槎迎春花市），取消元宵节期间
“行通济”
等大型活动。
同一日，阳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也发布公告称，决定停办 2021
年阳江市迎春花市，倡议广大花卉种
植 户 通 过 网 上 销 售、送 货 上 门 等 方
式，
为市民群众提供应节时花。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广东已有
多个地方取消 2021 年迎春花市，包括
深圳市，珠海市，清远市、英德市、佛
冈县，肇庆端州区、高要区、四会市，
江门台山市、恩平市等。深圳改为以
街道为单元，设置分散的购花点，其
他城市则鼓励网上购花、送货上门等
方式。
（陈强）

佛山市文促会成立非
遗委员会

挖掘岭南文物
现代魅力

用电负荷接近夏季高峰时段
本报讯 1 月 11 日，南方电网用电负
荷曲线陡然拉升，最高负荷直逼夏季用电
高峰时段。当天晚上 6 时 45 分，南方电网
统调最高负荷录得 1.97 亿千瓦的峰值。
这是南方电网公司成立以来，首次连续 5
日出现冬季日用电负荷与夏季高峰时段
相当的局面。往年冬夏用电负荷差值，一
般都有五六千万千瓦左右的差值。
南网总调相关专家表示，受电煤燃气
供应紧张、水电枯水期发电能力下降以及
主要线路覆冰严重等多重因素影响，南方
电网电力供应持续偏紧，紧急错峰、避峰
风险加大。
入冬以来，受经济持续企稳叠加此轮
大范围寒潮影响，南方电网经营的广东、
广西、云南、贵州地区，用电负荷持续攀
升。其中，广东自 1 月 7 日冬季首次破亿
后，负荷企稳并持续攀升，11 日最高负荷
达 1.048 亿千瓦。贵州电网用电负荷 10 次
创历史新高，广西、云南电网最高负荷均
突破 3000 万千瓦大关。从用电数据来看，
龙头企业用电量升势迅猛。以广东为例，
2020 年 12 月以来，广东省用电量出现大

■1 月 8 日，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云浮云城供电局来到大金山，对金山站 10 千伏大绀
山线进行无人机特巡，
检查线路及设备覆冰情况
单位供图
幅度增长。
目前，南方电网公司密切跟进电力供
需趋势变化，持续做好防冰抗冰工作，不
断深挖电源侧顶峰能力，进一步加强负荷

侧管理，精心做好供电服务，全力应对本
次极寒天气，确保大电网安全稳定及电力
有序供应。
（黄勇华 王子强）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郗建新 通
讯员商来成）佛山十番表演、咏春、狮
头、香云纱模特走秀……1 月 8 日，百
余名来自佛山非遗领域的专家学者、
传承人齐聚，见证佛山市优秀传统文
化 促 进 会（以 下 简 称“ 佛 山 市 文 促
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成立，嘉
宾们共同探讨佛山非遗保护的现状，
分享非遗发展的成果。
据介绍，目前，非遗文化项目发
展受到了各种挑战，面临许多濒危环
境，许多年轻人都远离了非遗项目。
与会专家、非遗传人一起探讨佛山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现状和未
来工作设想，并穿插进行了佛山非遗
节目佛山十番、粤剧和武术表演、香
云纱走秀以及诗歌朗诵等。
有专家表示，佛山市文促会成立
非遗委员会目的是努力挖掘岭南文
物现代魅力，推动非遗项目和现代生
活相结合、和现代审美相结合、和现
代产品技术相结合，让非遗焕发出新
的生命和活力，在市场中、在现代年
轻人心中、在生活中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