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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新丰县总赴帮扶村
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广州单身职工户外郊游觅爱情
广州市总计划今年举办 12 场相亲活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彭新启 通讯
员罗瑞雄）现场抢红包、3 分钟约会、户
外打卡……2 月 21 日，由广州市总工
会、广州市妇女联合会、广州市科学技
术协会主办的“花城有爱·穗岁有缘”
2021 年广州单身职工交友联谊活动在
广州华南植物园举行。活动吸引广州
医务、教育、科技等行业 50 名单身职工
参与。通过现场各环节的牵线搭桥，共
有 5 对单身男女牵手成功。
据广州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与以往相亲活动不同，此次活动特选取
了户外郊游打卡地作为单身职工交友的
场所，
通过一对一交流、
现场参观华南植
物园各景点，
让他们在郊游的过程中，
加
深彼此了解，
为后续交往创造良好条件，
帮助基层一线单身职工解决“人生头等
大事”。为保证活动质量，所有的单身
职工资料都经过认真的摸底，保证信息
真实可靠，
职工本科学历达到100%。
在活动现场，职工们参与抢红包、3
分钟轮流约会、户外景点打卡环节，大
家敞开心扉、互动交流、开心合影。广

■单身男女职工参加 3 分钟轮流约会环节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蔡君香对记者
说：
“平时我们接触的大多数是患者，由
于工作太忙，很少有机会认识工作以外
的异性朋友。感谢广州市总工会为单
身职工搭建交友平台，特别是现场布置
得非常温馨，让我们能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结交到更多的朋友。
”

彭新启/摄
据了解，广州市总工会计划今年共
举办 12 场相亲活动，广州市职工红娘
协会将进一步对单身职工交友需求进
行调查，有针对性地举办不同行业、学
历层次和基层反馈需求较多的单身职
工交友活动，切实解决单身职工婚恋关
系中的实际问题。

广州花都留穗单身青年体验
“冰雪奇缘”
发出爱的呼唤

“今年的小目标是找个老婆结婚”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
员刘子媚）2 月 21 日，广州花都区总工
会在融创雪世界举行“花城有爱·冰雪
情缘”留穗青年交友联谊活动，50 位青
年男女欢聚一堂，在南方体验了一次浪
漫的冰雪奇缘。
“大家好，我三十多了，今年的小目
标就是找个老婆结婚。”活动一开始，50
名青年男女在雪地里围成一个圈，
在温

馨愉快的氛围下自我介绍。本次活动
设置了“破冰行动”
“欢乐寻宝”
“拔河比
赛”
“ 真情告白”等游戏环节，男女嘉宾
组队在冰天雪地中按照任务卡指示，在
指定游戏设备上拍照打卡完成任务。
正所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在
游戏环节中，队员们一起堆雪人、在冰
上骑行等，一个个有趣奇妙的游戏拉近
了彼此的距离，一声声欢声笑语让大家

的身心“燃”了起来。最后，一场别开生
面的雪地拔河比赛将活动的气氛推向
最高潮。来自中建四局的刘先生告诉
记者，今年他响应号召留在花都过年，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交友联谊活动，想
不到主办方将地点选在了我喜欢的融
创雪世界，我的家乡在春节那会儿就像
现在这么冷，今天的场地很有亲切感。
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玩得很尽兴。
”

汕头潮南区总精准谋划

两任工会干部接力帮扶贫困户脱贫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林婷玉 通讯
员许艳芬）
“感谢两任工会干部接力，他
们经常鼓励我向前看，时常关心我的家
庭情况，帮扶我们一家脱贫。”王玫莲是
汕头市潮南区成田镇家美社区的一名精
准扶贫户，因丈夫得了重病家庭致贫。
丈夫医治无效过世后，留下她独自抚养 3
个年幼的孩子。2016 年，潮南区总工会
获悉王玫莲一家的情况后，对其开展结
对帮扶。两任工会干部接力精准帮扶直
至 2020 年，王玫莲一家实现脱贫，她主动
提出退档。
据了解，早在 2016 年，潮南区总工会
作为成田镇家美村精准扶贫挂钩帮扶工
作的牵头单位之一，成立了精准帮扶工
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督促家美村精准
扶贫相关工作，切实做好入户调查、表册
填报、结对帮扶、政策解读、夯实基础、协

调解决问题等工作。
为了尽快做好贫困户识别工作，
潮南
区总工会及时动员部署，
共派出结对帮扶
干部 9 人挂钩帮扶 13 户贫困户，
他们在村
干部的配合下多次进村入户，
进行摸底排
查，
精准识别，
还通过相关民主评议工作，
全部录入扶贫对象建档立卡信息采集系
统，
全面完成一户一档工作。直至 2019 年
10 月 8 日，
潮南区总工会挂钩帮扶 11 户贫
困户，
王玫莲一家就是其一。
王玫莲是潮南区总工会办公室主任
谢惠光的结对帮扶对象，
他是在另一位工
会干部手上接过“接力棒”，持续精准帮
扶。谢惠光挂钩结对的两户贫困户中，
王
玫莲一家让他印象最为深刻。
“为给丈夫
治病，
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
丈夫过世后，
她还要养育 3 个孩子，真的很不容易。”
2019 年，
谢惠光与王玫莲结成
“一对一”
帮

扶关系，他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微信给了
王玫莲。逢年过节，
工会慰问组也会关心
和鼓励，
让她对未来充满信心。
扶贫先扶智，贫困户子女入学再就
业是脱贫的关键。谢惠光深入了解王玫
莲一家的情况、致贫原因后，为她量身定
做、制定帮扶计划，还帮她的孩子申请到
贫困子女就学生活费补助。在工会的帮
助下，王玫莲的孩子分别从华南理工大
学、华南师范大学顺利毕业，进入职场。
2020 年，她主动向谢惠光提出退档，
“在
工会的帮扶下，我们一家已经走上正轨，
我想把名额给更需要的人。
”
历年来，潮南区总工会认真总结经
验，精准谋划落实扶贫措施，落实“三保
障”，开展残疾人认定，送温暖等一系列
工作，扎实推进扶贫项目，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

本报讯 2 月 18 日，韶关新丰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陈小同率
队到帮扶村——马头镇岭头村、层坑村
检查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扎实
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助力乡村振
兴。
在村委会，检查组与村委干部亲切
交谈，详细了解帮扶村集体经济收入、资
源优势、劳动力状况、目前存在的困难、
应对的措施。检查组还与村“两委”干部
共同探讨疫情防控、森林防火、复工复产
等问题，督促村干部早谋划早部署，认真
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继续绷紧疫情
防控这根弦；加强疫情防控宣传工作，积
极引导村民做好个人防护，勤洗手、佩戴
口罩，自觉维护公共卫生；认真做好口
罩、测温仪、防护服、酒精和消毒液等防
疫物资的储备工作。检查组还要求村干
部认真做好节后复工复产工作，实现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预
期效果。
（李治文）

韶关仁化县总走访查看
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本报讯 2 月 18 日，韶关仁化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马小荣率
县总工会部门负责人先后走访县产业转
移工业园工联会、韶关盈瑾金属有限公
司、仁化县安顺达管道天然气有限公司
周田分站，了解查看企业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以及复工复产情况。
在产业转移工业园工联会办公室，
仁化县总工会一行仔细听取了工联会帮
助企业复工复产和关心关爱企业职工的
工作汇报，并要求工联会发挥工会系统
的实效，全力配合县开发区做好疫情防
控和安全生产等工作。随后，仁化县总
工会一行深入盈瑾金属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查看复工复产状况，详细了解员工返
企、安全生产、防疫工作落实情况，并叮
嘱他们注意安全生产与疫情防控“两手
抓”。在安顺达管道天然气有限公司周
田分站，仁化县总工会一行查看了气站
防疫工作台账并检查了气站的消防安全
设施，还与气站员工坐在一起拉家常。
（产业转移工业园工联会）

肇庆广宁县总
举行象棋邀请赛
本报讯 日前，肇庆广宁县总工会
举行 2021 年迎新春象棋邀请赛，共有 16
名象棋选手参赛。广宁县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冯国成等领导为
获奖的前八名选手颁发了荣誉证书及
奖金。
为保证赛事公平公正，比赛采用电
脑抽签和积分编排制。比赛开始后，选
手们两两对坐，他们缜密思考、棋路清
晰，在棋盘上排兵布阵，兵来卒往，上演
精彩“厮杀”。经过 1 天 7 轮的比赛，选手
陈敏捷获得冠军。
（廖国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