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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政务

穗园小区开展“定时定点”投放垃圾

每天两个时间段在每栋楼一楼的垃圾分类箱中投放

信息时报讯（记者 唐硕）

5 月 19 日，

石牌街道团工委联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南方电网调峰调频有限公司、广汽

丰田、广州天河电信、广州亚美科技在粤

大金融城酒店 2 楼共同举办“青春相约

缘来有你”———石牌地区青年联谊交友

派对， 为石牌街道辖内的广大职工搭建

相互沟通和交流的平台， 更好地服务企

业职工，解决单身职工婚恋问题。

参加本次单身联谊活动的一共有

200 人，男女人数各半，所有人进场后需

要先在入口处领取蝴蝶卡和缘分卡，把

自己的信息填在卡上， 包括个人基本情

况、兴趣爱好、对另一半的期待等，然后

把缘分卡张贴在缘分墙上。

活动刚开始， 为了减少大家的陌生

感、尽快拉近嘉宾彼此之间的距离，在主

持人的指导下， 全场嘉宾一起进行破冰

游戏，交流互动活跃气氛。主持人让所有

女生依次围成一大圈， 男生在女生圈外

围成另一个圈， 以转盘形式男女生相互

握手，并互相自我介绍进行简单的交流，

每次交流时间不超过 30 秒，遇到心仪的

对象可以直接交换蝴蝶卡。

简单的交流后，在主持人的指导下，

现场的男女间隔围成一个大圈， 开始进

行破冰互动游戏， 嘉宾们通过爱情时尚

秀、你画我猜等游戏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活动在“非诚勿扰” 环节掀起了高

潮， 主持人每次选出 10 位女生上台，男

生们轮流上台跟心仪的对象现场进行表

白，女生如果举起手上的 yes 牌，就代表

两人牵手成功。

单身青年联谊活动让来自不同单

位、不同工作岗位的陌生人互相认识，有

牵手成功的， 也有不少有意愿的青年留

下了彼此的联系方式， 为后续进一步深

入交流、继续发展关系打好基础。

信息时报讯（记者 唐硕）

5 月 24

日， 天河区处非办联合石牌街道综

治科、区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天河分

局、区市场监管局等职能部门，围绕

“远离非法集资， 建设美好生活”主

题， 在摩登百货门前广场开展 2019

年天河区石牌街防范和打击非法集

资宣传活动。 通过专业人士讲座和

派发宣传单、 设立咨询摊位等方式

引导公众正确理财， 树立正确的理

财观念、保险意识、证券投资意识。

活动现场， 来自天安人寿广东

分公司的区域总监许宗扬， 通过分

享非法集资诈骗案例， 提醒广大群

众对“高额回报”的民间借贷、“快速

致富”的投资项目要擦亮眼睛、预防

警惕，自觉远离和抵制非法集资。

许宗扬说， 客户在购买保险及

理财产品前， 一定要掌握基础的保

险知识， 如一年期以上保单保险公

司都会回访， 没有接到回访应致电

保险公司咨询。 许宗扬还提醒街坊：

要抵制高息诱惑， 高收益意味着高

风险， 收益率超过 6%的就要打问

号，超过 8%的就很危险，10%以上就

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

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

石牌街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专家在介绍诈骗案例。 信息时报记者 唐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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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改造后的穗

园小区垃圾分类收集点。

信息时报记者 唐硕 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

最近，穗

园小区的居民收到一则通知： 每天 7:

00~9:00、19:00~21：00，居民可将垃圾投

放在每栋楼一楼位置就近的垃圾分类

箱中。 如因特殊原因，过了“定时定点”

规定的时间，可前往“误时投放点”进行

投放。

据了解，穗园小区作为天河区固体

废弃物处理工作办公室公布的天河区

第二批垃圾分类样板小区之一，将按照

市、区工作部署，全面推广“定时定点”

投放模式，实现精准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

入户宣传，大部分居民表示理解

天河区石牌街穗园小区于 2000 年

建成，目前穗园小区 9 栋楼中，有 3 栋

已在固定地点设置分类收集箱收取垃

圾， 剩余 6 栋则在各楼层设置垃圾桶，

居民不定时将家里垃圾打包丢到楼道

里，再由小区物业派人每天上楼回收垃

圾。

如何让居民们改变以往处理垃圾

的习惯？ 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为全面推进这项工作，石牌街道办

事处成立了穗园小区垃圾分类“定时定

点”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党工委书记任

组长， 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统

一指挥、统筹协调穗园小区全部楼栋实

行“定时定点”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六个

工作组，组织党员干部对六栋楼的住户

全面进行入户宣传，充分发挥党员干部

的先锋模范和示范带头作用。 石牌街道

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加班加点，从 5 月

6 日起每晚 6 点半过后， 在下班时段挨

家挨户上门进行垃圾分类宣传，将垃圾

分类点告知各楼层的住户。

近日，记者跟随石牌街道垃圾分类

宣传小组进到穗园小区某单元参与入

户宣传。 工作组敲开居民房门，将定时

定点投放垃圾的宣传单张和可降解垃

圾袋等分发给居民们，与此同时，收集

居民的意见和建议。

“我搬进来的时候就觉得垃圾丢在

楼道里，不雅观，夏天味道还大，现在好

了， 定时定点投放垃圾， 我第一个赞

成。 ”“定时定点投放垃圾没问题，上班

的时候顺手扔下去就行了。 垃圾分类我

要再学习一下，家里目前是客厅卧室厨

房各放一个垃圾桶，现在要按垃圾种类

设置垃圾桶了。 ”

但也有个别住户表示不理解：“我

这么扔垃圾已经 20 年了， 为什么现在

要扔到楼下？ ”甚至有个别居民反应比

较激烈。 对此，工作人员进行了反复宣

传和耐心解释。 为了全面推进“定时定

点”分类投放，石牌街顶住压力，克服困

难，做了大量细致的宣传工作，广泛发

动党员干部、物业、居委、社区志愿者、

小区居民，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 经

过宣传，在“楼层设桶”的 6 栋楼共 1232

户中， 约有 1100 多户居民都非常赞同

进行“定时定点”投放垃圾。

完善垃圾分类基础设施

“定时定点” 投放模式设施配套工

作也在同时进行。 石牌街道办事处、业

委会、小区物管公司对每栋楼的“定时

定点” 生活垃圾收集点位置进行选址，

并聘请设计单位对收集点选址、误时投

放点选址进行设计，同时在小区内对这

些选址、效果图进行公示。 为了提升垃

圾分类效率，石牌街对原有的垃圾分类

集中点、“其他垃圾” 房、“可回收物”收

集点、“有害垃圾”收集点、二次分拣房

等旧有设施进行改造提升。

同时， 针对穗园小区运输收运车

（铁皮车）

破旧问题， 石牌街更换了 60

多个分类收集桶和 20 多台分类收集运

输车， 避免了垃圾收运过程产生的污

水泄漏和垃圾围蔽收运问题， 并在二

次分拣房增设空气除臭系统， 优化保

洁工人分拣垃圾环境。 此外， 石牌街

也聘请了设计单位设计款式新颖， 架

构合理的垃圾分类投放箱， 计划近期

投入使用。

荨

升级改造后，采用

脚踏开启的垃圾分类投

放点。 信息时报记者

唐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