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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俊杰 美编：梁文珊 校对：段丁

2019年5月14日 星期二

02

政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许浩程）

4月9

日下午， 海珠区水务局副局长黄牧

村，瑞宝街道党工委书记余强、副书

记罗源到大干围中交四航局二公司

协调拆除河涌管理范围的建筑事宜。

在商讨过程中， 余强强调了三项

内容， 一是要积极开展集中整治违

法建设专项行动， 坚决预防、 控制、

遏制新的违法建筑增加， 形成严厉

打击违法建筑高压态势； 二是要切

实增强拆违施工安全生产的政治意

识和责任担当， 坚守安全底线， 层

层压实责任， 全面加强拆违施工安

全防范管理； 三是要通过河涌整治、

环保整改推动沿线物业升级改造，

加快淘汰高污染、 高排放产业， 引

进一批低能耗、 污染少、 有发展前

景的新兴产业， 全面推动河涌沿线

产业升级。

“违建不拆， 劣水难除”， 违法建

设不仅大量占用河道蓝线， 导致截

污管网无法下地铺设， 还是“散乱

污” 场所的“寄生地”。 2018 年， 广

州市涉及 152 条黑臭河涌流域范围内

的违法建设共 94.09 万立方米。 河涌

管理范围内存在大量民居、 村庄， 这

些民居虽然多数拥有有效的产权证

明， 但时存在大量违法改建、 扩建、

加建的情况， 无法简单定性为违法建

设进行拆除， 严重影响了违法建设整

治进度。

在平时的工作中， 瑞宝街则坚持

党建引领促发展， 让党员出现在每个

需要的地方。 瑞宝街党员干部利用党

员志愿活动日、 挂点联系社区和联社

等载体， 广泛开展社乡房前屋后卫生

整治、 清理卫生死角和门口塘、 清除

杂草等活动。 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

青年团员、 妇女、 社团、 居民群众等

也主动加入进来， 营造了全民参与美

丽乡村建设的良好局面。

据了解， 未来， 瑞宝街道党工委

将继续着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 抓好“党建+美丽乡村建设” 的

工作， 扎实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

促乡村振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许浩程 ）

为

帮助居民改善家庭教育中的难题， 建

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提升家庭幸福指

数， 4 月 13 日上午， 在瑞宝街蜂巢

党建、 金碧东社区党委的指导下， 由

活跃党员陈芸华组织开展了以“手绘

风筝， 放飞梦想” 为主题的手绘风筝

活动。 共有十几个亲子家庭参与活

动， 场面十分温馨热闹。

活动伊始， 陈芸华与大家分享了

自身与孩子相处的经验。 她认为， 聆

听、 接纳和信任是亲子沟通中的三大

原则， “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在聆听，

能有效地激发孩子‘说’ 的诉求， 同

时充分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 以及率

先垂范， 言而有信， 才能得到孩子的

信任”。 家长们纷纷点头认可， 并表

示以后将好好运用这三大技巧。

分享结束后， 蜂巢党建的社工为

每个孩子派发了一份风筝材料包和说

明书， 由家长为自己的孩子讲解绘制

风筝的要领、 注意事项。

随后， 孩子与家长一起动手， 发

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用五彩的颜料

在风筝上绘画。 渐渐地， 蝴蝶拥有了

一双色彩斑斓的翅膀， 小汽车披上了

亮丽的红装……家长和孩子相互欣

赏、 评议， 其乐融融。

孩子们还在风筝的飘带上写下了

自己的愿望， “我想和妈妈去环游世

界！” 一个女孩期待地说。

“哇， 你快看， 我们的风筝飞起

来了， 好高！” 放飞活动现场， 到处

都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以前都是

爸爸妈妈给我买的风筝， 这是我第一

次手绘风筝， 画的是我最喜欢的小猪

佩奇。 它能飞在天空上， 我特别开

心。” 一个男孩兴奋地说。

很多家长也说道， “孩子就像春

天里的嫩芽， 成长迅速， 希望通过参

与活动听到孩子的心声， 与孩子一同

成长”。

陈芸华表示， 组织这次活动正是

希望通过正向教育方式帮助家长更好

地了解孩子， 促进亲子间的情感交

流。 同时也让孩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的魅力， 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和想象

力， “愿孩子们像风筝一样， 带着心

中的梦想， 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拆除河涌沿线违建 建设美丽瑞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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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上午，区人大代表、瑞宝街道党

工委书记余强到瑞宝经济联社参加

了人大代表接访工作。

群众反映到， 目前瑞宝经济联社

正在实施截污纳管、 雨污分流工程，

现阶段施工队进入社员家中接驳雨

污分流管， 但由于街巷狭窄、 房屋地

基太浅， 机械施工造成部分房屋出现

裂缝。

同时， 群众也反映称， 此次工程

的施工地点离楼房脚基太近， 这样会

破坏原来的建筑地基， 而且挖出来的

这些石头原本就是这栋楼房的地基

石， 他们担心这样的施工如果进一步

进展会影响到房屋地基的稳定。

余强在详细了解后， 作出了指

示， 一是让施工队停工； 二是由街

道、 联社和施工单位研究协商， 拿出

最优方案， 再推进截污纳管、 雨污分

流工程。 瑞宝经济联社班子成员得知

该情况后， 向街道相关部门汇报， 让

施工队立即停工， 并召开了施工单位

与部分社员代表协调会。 社员代表提

出对房屋进行鉴定， 待结果出来后再

施工。

经两委会研究讨论， 建议施工队

接驳居民家中雨水管时， 采用空中布

管到每条街巷口再落地入雨水管网的

方法， 且开挖时一定要使用人工打风

炮作业。 瑞宝经济联社表示， 将密切

跟进该项工作， 既确保雨污分流工程

顺利完工， 同时切实保障居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

人大代表联系群众 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街道开展亲子活动

手绘风筝 放飞梦想

人 大 代 表

听取居民意见。

街道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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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梁洁珍 ）

在汛期到来之际，为确保

北江大堤防洪安全， 更好地配合区北

江大堤防汛抢险行动，4 月 17 日，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杨坚率

队赴佛山三水北江大堤黄塘段进行实

地演练。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茹琳、 陈敏

玲、蒋祥华，街道相关科室负责人、石

溪经济联社、瑞宝经济联社、瑞宝派出

所以及街防汛抢险队成员等人参加了

演练活动。

演练现场， 全体人员认真勘察了

北江大堤黄塘段， 熟悉路线地形， 了

解北江大堤的防洪设施和确认抗洪物

品的存放位置， 紧密围绕街防汛抢险

预案进行演练， 强化了抗洪抢险责任

意识， 熟悉了抢险工作流程， 为抗洪

抢险工作做好准备。

据了解， 北江大堤北起清远， 经

三水， 最后到达南海， 长 63.34 公

里 ， 是广东重要的防洪屏障 。 北

江大堤围护着包括广州在内的珠

三角最核心经济圈， 也围护着白云

国际机场、 京广铁路等众多交通大动

脉， 是珠三角上千万居民的“生命

之堤”。

做好防汛工作

瑞宝街到北江大堤责任段进行巡查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