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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谭啟菊）

昨日，

由海珠区素社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办

的“齐聚欢庆新春，共建素社家园”阿关

服务站志愿者服务启动仪式在兰蕙园

小区举行。 近 200 多名党员志愿者代

表、居民代表共同见证阿关党员志愿者

服务队的诞生。 启动仪式结束后，阿关

党员志愿者服务队随即派出 20 多名志

愿者，组成 5 支关怀队伍探访慰问残疾

人及困难家庭。

据了解，素社街道阿关服务站的工

作场所设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二楼，

“有困难找阿关！ 阿关就在你身边！ ”这

是阿关服务站的服务宗旨，街道也开通

了阿关服务站热线：84012580。

目前，阿关服务站有志愿者 130 多

人，党员近 40 多名。 这些志愿者长期活

跃在素社辖区的大街小巷，他们与社区

的孤寡独居老人、 困难残疾人共约 170

户进行按照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等

方式结对子， 对弱势群体进行关心、帮

扶，协助街道、社区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纠纷等问题。

海珠

素社街道阿关党员

志愿者服务队成立

信息时报讯 （记者卫

静雯 通讯员 骆宝施 黄

权斌）

1 月 30 日，广州市

海珠区平安促进联合会

（简 称 区 联 合 会 ）

发布

《2018 年海珠区居民群众

参与平安创建分析 报

告》，结果显示，海珠居民最关注社区卫

生和交通安全，就地区来看，凤阳街道

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最高。

社区卫生最受居民关注

2018 年，为了推动居民群众参与平

安创建，海珠区上线了海珠平安使者线

上平台，目前已经有 14 万居民关注，居

民通过线上平台参与平安创建，全年共

收到居民报料 1346 条，比 2017 年上升

了 299%。 其中，居民群众参与最积极的

三条街分别是：凤阳街，报料 149 条；江

南中街，报料 128 条；南洲街，报料 125

条。

从内容看， 主要涵盖社区卫生、交

通安全、校园及居家安全等方面。 报料

内容涉及最多的前三项分别是：关于社

区卫生方面，共 332 条，占比 24.67%；关

于交通安全方面 ， 共 220 条， 占比

16.34%；关于社区治安方面，共 162 条，

占比 12.04%；反映出海珠居民对生活环

境有较高关注度和要求。 报料内容涉及

最少的三项分别是： 关于食品安全方

面，共 18 条，占比 1.34%；关于平安 1 公

里活动方面，共 52 条，占比 3.86%；关于

校园、 居家安全方面， 共 75 条， 占比

5.57%；反映出海珠居民对食品、校园及

居家安全等方面满意度较高。

“定位组队巡防”抓获嫌犯

2017 年下半年，海珠区委政法委推

出“平安一公里”公益活动，倡议居民群

众利用闲暇时间参与社区巡逻等平安

公益活动。 2018 年，海珠区募集了 100

万公益金，鼓励居民群众参与“平安一

公里”公益活动“打卡”，每成功参与一

次奖励 1 元公益红包。 报告显示，2018

年， 共有 46813 人次参与“平安一公

里”，达标 26288 人次，占比 56%，共有

24252 人次领取活动奖励。

据海珠区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平安一公里”公益活动，以最简单

的方式吸引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平安创

建，践行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同时

也收到了实效。 在此基础上，2018 年国

庆节、2019 年元旦期间，该区又推出“定

位组队巡防”， 由居民群众通过小程序

自发组队，每天在广州塔、海珠客运站

等人流密集场所开展义务巡逻，活动参

与人数达到2300多人次，同时协助公安

机关抓获追逃嫌疑人1人， 抓获伺机作

案嫌疑人3人。 今后，海珠区将继续推动

该项目，让更多的居民群众积极参加社

会治理， 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并举报，真

正将安全隐患解决在社区。

《2018年海珠区居民群众参与平安创建分析报告》发布———

居民最关注社区卫生和交通安全

信息时报讯 （记

者 刘诗敏 ）

“我们去

党群服务中心啦！ ”寒

假来临，白云区金沙街

党群服务中心吸引了

众多街坊群众带着孩

子去阅读，或者组团唱

歌。 记者获悉，白云区金沙街道党群

服务中心日前投入使用， 因其便民、

利民、惠民迅速成为街坊们喜爱的城

市公共客厅。

党群中心变得温馨起来了

“白墙标示牌”“咨询办公室”

……曾是大家对党群服务中心的印

象。 而记者来到位于金沙汇才一街

的街党群活动中心看到，宽敞的活动

中心布置着鲜活的绿植、 温馨的桌

布、艺术的摆设等，让人眼前一亮，倍

感温馨。

在这气温微凉的冬日早晨，党群

中心里却人气十足。 记者看到，儿童

阅览室内，父母们正带着小朋友们快

乐阅读；舞蹈室里，退休的阿姨们正

数着节拍，紧张排练着春节联欢会的

表演；狭小学堂内，近十位老人正合

力演奏着各类乐器……

据该中心工作人员陈灵之介绍，

为服务好居民群众，初冬志愿者们就

早早开始准备着“暖冬行动”，为社区

长者们准备手套、暖宝宝、热水、应急

药物；中心还经常邀请专业医生现场

坐诊，邀请律师为居民们解答法律问

题等等，党群服务中心成了附近居民

最常光顾的地方。

“越来越多的居民习惯了走进服

务中心聊天、喝茶、看书，就像自家客

厅一样，通过这里邻里间由陌生变得

熟悉。 ”陈灵之说。

打造党员群众共同之家

据介绍，金沙街党群中心上下两

层，建筑面积达 2000 多平方米，设有

办公、办事、接访、会议、教育培训、谈

心谈话、宣传展示、图书阅览、群团活

动居家养老等功能区，为辖区基层党

组织、 党员及近 13 万社区居民提供

议事、教育、休闲、文化娱乐等多项服

务， 有效打造出社区“15 分钟服务

圈”。

“党员群众在中心内不仅可以学

习、交流、运动健身，还能通过联络站

反映诉求。 ”金沙街道办事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 该中心建成投入使用后，

通过整合党务、政务、居委服务，精细

化服务、优化资源，致力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并坚持把群众满意

作为衡量工作的最高标准， 整合资

源，打造品牌特色，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 努力营造出党员与群众共同的

“幸福之家”。

信息时报讯 （记

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刘

思铭 ）

路的转角，原

来杂草丛生的地块变

得可以坐下来看看风

景， 了解一下周边的

文化， 还有健身步道

等。昨日，记者从越秀区建设和水务

局获悉， 越秀区充分利用城市边角

地、闲置地等小区域“见缝插绿”，设

计建设了 3 个口袋公园， 总面积约

1000 平方米。据悉，今年越秀区要建

设 10 个口袋公园。

据了解， 这 3 个口袋公园分别

位于法政路-越秀北路、东湖路-永

胜上沙和农林东路等地， 兼具了便

民休闲、历史传承、夜景照明、海绵

城市和特色花园五大要素。比如，在

东湖路-永胜上沙的口袋公园里，就

有东湖公园的经典景观———九曲

桥，不过，这里的九曲桥是放在地上

可以让人坐下来休闲的凳子， 还有

两个白色鹅卵石铺成的滩地， 这主

要是利用绿地与卵石沟形成海绵

体， 保留原有大树等原生植物形成

“小绿岛”， 使雨水最大限度在园内

缓冲消化。此外，在这些口袋公园里

还精心打造特色花卉花景， 根据区

域植物生长特点， 结合公园设计风

格，悉心布置特色花卉和观花植物，

如凌霄、天堂鸟、碧桃、新几内亚凤

仙等名优花卉，营造时时有花、四季

如春的“小而精”特色花园。

法政路等 3个口袋公园“见缝插绿”

金沙街党群服务中心受群众热捧

居民在这里跟自家客厅一样

在白云区

金沙街党群服

务中心， 街坊

带着小孩在这

里进行唱歌等

文 化 娱 乐 活

动。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图为东湖路

-

永胜上沙的口袋公园。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