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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

司是一个现代都市健全的小区必要

的构成成分，但当一个小区没有物业

管理，也没有业委会的情况，这个小

区的业主该拿什么维护自己的权益？

或许，石牌街道这个小区可以给你一

个参考答案。

收不齐费用，保洁员不干了

石 牌 东 路 235、237、239、241、

243、245 号小区于 1988 年建成，由于

一栋楼有六个单元，一直被大家称作

“六梯小区”， 小区由广东省安装公

司、广州本田、国税局、国防大厦等单

位员工宿舍组成， 九层共 237 户人

家，由于历史原因，建成三十年来一

直没有物业管理。而且小区一半以上

的房屋被业主租出去，长久以来未能

成立业主委员会。

据了解，2004 年，小区住户向所

在石东社区居委会推举一位叶姓业

主负责统筹小区物业管理相关工作；

小区住户的垃圾处理由聘请保洁人

员韦某负责，每天清理两次；小区还

对外聘请了两位保安，负责小区门岗

保卫和收取车辆保管费，保安工资则

从小区车辆保管费和每年每户交的

120 元值班费中支出。

今年 3 月初，因为长期无法收齐

各户处理垃圾费用，保洁人员韦某突

然拒不运送和收倒生活垃圾。怎样才

能收齐 237 户业主的垃圾处理费？谁

去做这件事？ 问题又回到了原点。

重新选楼长，成立自治小组

3 月 19 日，经过多次协商后，大

家对更换保洁人员达成一致，但根本

问题仍然难以解决，石东社区居委会

向石牌街道城管科请求协助。城管科

与原业主代表做了沟通，叶某表示自

己还在企业上班，一个人没有时间和

精力完成小区物业管理相关工作。

石牌东路 235~245 号居住时间

较长的老居民，已尽可能联系到更多

的业主，经过业主们的推举，各楼派

出 3 名业主代表，并从中选出各栋楼

长 1 名，组成全新的业主自治小组。

3 月 25 日下午， 石东社区居委

会再次召开“六梯小区”物业管理协

调会，石牌街道物业管理负责人在会

上督促小区自治小组尽快与叶某完

成物业管理相关工作移交手续。会议

上原业主代表叶某表示愿意全力配

合做好交接工作。

30年来第一次大扫除，扫出4吨垃圾

“新官上任三把火”，自治小组刚

一上任，便组织发动小区业主对“六

梯小区”进行大扫除。 从天台楼面到

地面、从走廊到树下，经过两天的清

理，共清理 4 吨“历史遗留”垃圾。 清

走后，整个小区焕然一新。

现在，“六梯小区”选出的六名楼

长，还选出了一名出纳、一名会计来

共同管理监督小区的物业管理费。而

每个月待收的垃圾处理费，则由楼长

们上门收取。

“我们还打算更换每个单元楼下

的大门，小区大门也想更换成电动的

……” 自治小组副组长卢先生说，一

切弄好后，小区将更加整洁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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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通记者 唐硕

小区无物管，业主成立自治小组

天园街道办事处

出租屋综合税发票

居委会可代开

街道政务中心

一周最热业务榜

记者从天园街道政务服务中心获悉，上

周工作日内， 该中心办理业务量前三位分别

是灵活就业补贴、 出租屋综合税发票开具以

及社会保险业务。

No.1

灵活就业补贴

近一周：

787

人次

日均：

157

人次

自 4 月 1 日起，原“4050”社保补贴转为

灵活就业补贴，街道为辖内在册“4050”人员

进行统一后台转移， 市民可通过街道政务服

务中心或社区居委会领取和递交材料。

温馨提示：

办理转移业务需准备社保定

额核定确认书、 银行划缴三方协议以及缴费

登记表。

No.2

出租屋综合税发票开具

近一周：

341

人次

日均：

68

人次

街道受理出租方为个人的出租屋综合税

开发票业务。

温馨提示：

市民需要先到居委会开税票，

再凭税票到街道开具出租屋综合税发票，也

可以请居委会代开。

No.3

社会保险

近一周：

237

人次

日均：

47

人次

温馨提示：

办理失业保险需要提交带公

司公章的离职证明，先办失业证，再申请失业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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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通记者 梁雨琦

凡事好商量

自治小组刚一上任，便组织发动小区业主对

“六梯小区”进行大扫除，两天清出垃圾

4

吨。

热主角

在劳动节来临之际，微社区 e 家

通特别策划越秀区之最美劳动者专

题，公众号“微社区 e 家通璀璨珠光”

刊登《致敬劳动者 |这是越秀 18 位

劳动者的身影， 快来为你喜爱的 TA

点个赞！》之后，朋友圈便出现了一波

正能量的刷屏，其中来自越秀区人民

街的魏仁爱得到诸多网友的点赞。他

带领的人民街劳动保障监察中队，连

续 11 年被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以及越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评选为优秀、 示范中队；2017

年，人民街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被

广东省人社厅评为省级示范中心。

立足本职，甘当劳动保障急先锋

2007 年 1 月人民街劳动保障监

察中队成立开始，魏仁爱就担任了队

长一职，结合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特

点，魏仁爱建立了“预测预警、应急处

置”机制，实现纠纷早发现、早处置。

2015 年以来， 提前介入案件 309 宗，

处置成功率 100%，涉及人数 874 人，

涉及金额约计 1182 万元。

2016 年 12 月， 辖内的非公企业

大同酒家提前结业，238 名职员聚集

现场要求维权。魏仁爱带领劳监队员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调解，为每一

名职工详细讲述相关法律法规，引导

他们通过合理合法方式表达诉求。特

别开通绿色通道，进行现场办公仲裁

案件的工作，为职工追回工资金额约

400 万元。

他还积极争取上级部门支持，在

人民街设立区法院、区仲裁院现场办

公的绿色通道，在劳动争议调解不成

功时，能更快速进入劳动争议仲裁程

序，极大地方便了市民群众。

创新思路，打造魏仁爱调解工作室

人民街辖内专业批发市场众多，

行业商会多，各类用人单位和企业近

5 万家。 为更充分发挥街道劳动保障

监察中队作用，2018 年，街道党工委

成立了以魏仁爱同志冠名的“魏仁爱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室”。

以此为契机，魏仁爱发挥其经验

丰富、熟悉街情的优势，以党建为引

领，创新思路，优化整合区域资源，积

极发挥街道商会联合会、六大行业商

会作为第三方的社会组织身份优势，

有序引导、帮助涉事企业在调解劳资

纠纷、服务企业和员工的作用，同时

在从业人员群体中实现有平台、有抓

手、能切入、受引导，依托信息化手

段，打造人民地区和谐劳动关系“多

元共治”， 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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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通记者 许浩程

越秀区人民街

魏仁爱

身份： 越秀区人民街

劳动保障监察中队队长

上榜缘由：近日，公众

号 “微社区

e

家通璀璨珠

光”刊登《致敬劳动者

|

这

是越秀

18

位劳动者的身

影 ， 快来为你喜爱的

TA

点个赞！ 》一文，获得大量

网友、街坊的关注和点赞。

其中人民街劳动保障监察

中队队长就是最美劳动者

中的一员 ， 扎根基层

13

年。

2015

年以介入劳动纠

纷案件

309

宗， 涉及金额

上千万，并且成立“魏仁爱

劳 动人 事 争 议调 解 工 作

室”，服务于民。 截至昨晚

发稿， 上述文章阅读量超

过

6000

， 在昨日微社区

e

家通公众号文章中排名第

一。

魏仁爱与“魏仁爱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工作室”。 受访者供图

他扎根基层13年，处理劳动纠纷金额上千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