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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人

信息时报讯（记者 唐硕）

今年是黄

俭生到前进街城管科任职的第八个年

头。 从最初的接听电话投诉、接待群众

信访，到后来的推动小区成立业委会、

整治河涌污水，无论从事哪项工作，无

论工作多么困难， 他都秉持着钉钉子

精神，认真对待每一个细小的工作，尽

心尽力， 力争为街道城市管理工作贡

献一分力量。

连接物业和业主的桥梁

推动小区成立业委会

2013年，曾经从事销售工作的黄俭

生入职前进街城管科，负责信访、电话

等投诉处理， 这是他第一次面对这些

琐碎的工作。“一开始是处于摸索阶段，

后来才对工作渐渐熟悉起来。 我的这

份工作实际上就是急居民之所急，动

用各部门的力量解决问题。 ”

不仅如此， 从2013年入职开始，黄

俭生还要负责前进街道的业主委员会

工作。 按照上级部门的指示，他一直在

积极推进辖内住宅小区成立业主委员

会。 前进街道下设10个社区12个小区，

黄俭生入职时， 只有一个小区成立了

业主委员会。

根据《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小区

成立业主委员会需要经过三分之二的

业主同意， 然而有的小区近一半业主

都将房屋租出去， 业主本人不住在小

区里，很难联络到业主；还有的小区虽

然召开了业主大会， 但由于准备不充

分，与“双过半”

（指召开业主大会应当

经过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

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的条件

仍有差距。

黄俭生拿出“钉钉子”的精神，对于

联络不到业主的小区， 他联合居委会

和小区物业多次召开业主会议， 向业

主们传达成立业主委员会的重要性；

对于成功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但没有达

到“双过半”要求的小区，他指导筹备

组广泛宣传，积极筹备工作，争取更多

的业主支持。

经过黄俭生和同事们多年的努力，

如今， 前进街道已经有5个小区成立了

业主委员会，分别是：广州市木材厂宿

舍、美林湖畔北苑、远洋明苑、东圃皮革

厂宿舍、东圃法院宿舍。

为建立美丽深涌献计献策

多项措施整治20个排污口

2016年，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广州

市“河长制”工作有关文件精神，大力推

进水环境治理， 各级街道

成立了河长办公室， 黄俭

生也开始接手前进街道河

长办的一部分工作。

根据《深涌流域排污

口整治措施统计表》，涉及

前进街道需要通过执法整

改的排污口共有20个。 这

不是一个小数目。 黄俭生

和同事们联合多部门采取

多项措施进行治理： 安排

施工方对废弃的排水口进

行封堵； 聘请第三方公司

利用CCTV、QV检测技术

（使用

机器人对管道内部行走拍摄 ，将

视频传输至终端）

对暗渠、河涌墙

壁渗漏点、 新发现涉嫌非法排水口等

进行探测溯源工作， 并将根据溯源情

况，多方协调，从源头解决污水直排河

涌问题；督促企业、村社集体物业通过

工程类解决直排污问题。

“目前，20个排污口已全部整改完

毕。 ”黄俭生说：“我现在的工作重心是

推进城中村截污纳管工程。 ”

截污纳管工程是市政的民生工程，

是改善河涌水质的一大助力， 由于工

期紧，任务重，在施工过程中也出现过

村民投诉、工程受阻等多项问题。 工作

中再次遇到新困难，但黄俭生依然秉持

着实干笃行的担当精神， 配合建设方、

施工方耐心地同居民进行沟通。

“自从加入城管科以来， 在领导和

同事们的帮助下，我的能力逐步提高，

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 我会继续发扬

钉钉子精神，认真对待每一项细小的工

作，不断钉下去，为街道的城市管理工

作贡献一分力量。 ”

人物：

黄俭生

，前进街城管科工作人员

用钉钉子精神对待每项工作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雨琦）

“您好，

我们是来穗中心。”有人应门后，赵国恒

再一次不厌其烦地做自我介绍，耐心说

明来意和询问事项。赵国恒是前进街来

穗人员与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的组长，

主要负责到羊城花园、美林湖畔、盈彩

美居、天力居等社区，登记来穗人员暂

住情况和排查消防治安隐患，有时还要

代征出租屋租赁税或其他社区事务。作

为一线人员，挨家挨户敲门收集信息占

据了他大部分工作时间。

巡查商铺厂房可以在白天进行，但

到居民家走访只能在晚上进行。每周有

两个晚上，他会在上班族回家休息时敲

响 30 至 50 个家门，将询问的步骤重复

30 至 50 次。

服务来穗人员 11年

“繁杂”“繁重”，谈

起这份工作时， 这两个

词从赵国恒嘴里脱口而

出， 但他这份琐碎与枯

燥的工作， 他在来穗中

心基层一做就是 11 年。

“任何一个职业都

有重复性的工作， 这是

无法避免的。 ”让他坚持下来的

动力， 除了随和豁达的性格，还

有他对来穗人员的感念之情。

“我是广州本地人， 我觉得来穗人

员为广州的发展繁荣贡献了很多，所以

我想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为他们服务。”

赵国恒说，抱着这样的愿望，加之来穗

服务体系日渐完善的法规制度和有保

障的发展前景， 赵国恒于 2008 年应聘

入行，然后一直工作至今。

11 年来， 他一直勤勤恳恳地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坚持做自己心中有价值

的事情，即便工作中遇到“受气”的时，

他也不曾动摇。

“有些人的想法是， 如果我需要帮

忙我自然会找你，但是不需要的时候你

就别来打扰我。”赵国恒说，工作中他会

接触各种各样的人， 遇到对方不理解，

他总是以真诚回应，并在心中对自己说

“我们不是去要求别人做事， 而是去为

他服务、为他着想，所以要站在他人的

立场上来考虑问题”。

真诚待人，勤奋应对

在城中村推广出租屋智能门禁时，

部分已经安装了电子门禁的屋主表示

没有必要更换。于是赵国恒就抓住免费

以及新门禁可以联网公安系统核实身

份这两点，强调智能门禁既可以给房客

带来更多安全感，也能让屋主减少管理

顾虑，杜绝治安问题。

随着年轻一辈法律和隐私保护意

识的增强， 赵国恒上门走访时经常被

质疑身份和工作内容的合法性。 这时，

制服整齐、 证件齐备的赵国恒会将烂

熟于心的相关法规条款和出处详细告

知， 并说明如果拒绝配合将造成的损

失和不便， 有理有据地说服对方。

倘若对方态度无礼、 不愿沟通，

赵国恒就通过房东、 邻居和物业、 民

警多方打听获取信息， 并与同事相互

开解告慰， 积累沟通经验。 如果实在

感觉心情烦闷， 他就通过休闲娱乐调

剂心情 ， 然后继续投入到工作中 。

“我不与人争吵、 不动手干架， 相信只

要嘴勤脚勤手勤， 就可以把工作做

好。”

纵是凡尘，并不微末

平时， 在完成常规工作任务之外，

赵国恒还常为遇到困难的居民跑腿，

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社区一名残疾人用自有房屋申请

自主创业， 表面上看不符合烈属残疾

孤寡人群纳税减免的条件。 但赵国恒

发现， 这名残疾人虽然名下拥有一套

房子而且能按时支付按揭， 但实际上

房子的首付和一部分房贷都是由其父

母资助， 实际收入较为拮据。 于是，

赵国恒便帮他准备转款记录以及其他

证明材料， 帮他成功争取到纳税优惠。

赵国恒介绍， 来穗中心工作人员

没有行政执法权， 由于职权所限， 有

时候不是不想帮， 只是爱莫能助。

有一次， 一户家庭因为暂住证记

录的居住时间不够， 无法为孩子办理

积分入学。 “其实就差几天而已， 但

这是硬性规定， 我也没有办法。” 赵国

恒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这种力不从心、

无法伸援手的时候让他感到有些难过。

赵国恒的微信昵称是“微末凡

尘”。 他说， 自己只是芸芸众生、 茫茫

宇宙中一粒微尘。 但这颗“微尘” 却

以坚定的姿态成为来穗服务体系中不

可或缺的一环， 用善意散发着温暖人

心的光芒。

“事情解决了， 他们打电话来谢谢

我， 我感到非常开心， 觉得费的口舌、

跑的腿都值了。” 赵国恒说着， 脸上露

出质朴的笑容， “我要求很简单， 不

求高官厚禄， 只要自己觉得开心、 满

足就好。”

人物：

赵国恒

，广州人，前进街来穗人员与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的组长

纵使微末凡尘，也能发出光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