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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里的奇事怪事开心事， 街坊中

的名人达人好心人，请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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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党的98周岁生日

龙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试运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今年 7 月 1 日正值中国共产党

成立 98 周年，为献礼党的生日，

龙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在这个

特别的日子开始试运营，和党一

起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生日”。

当日上午，区、街领导以及

龙洞街机关党支部、执法队党支

部全体党员，村公司党总支全体

委员，各社区党总支、支委全体

委员，两新党组织书记共 100 多

人到场，与居民群众一同见证了

党群服务中心投入试运营。 据了

解，该中心为辖区党员群众培训

学习、 文化体验、 自我提升、

联络交流等搭建了一站式平台，

充分展现了作为党员群众文化

生活基地的服务能力， 得到了

全街党员群众的交口称赞。 今

年 80 岁的居民龙婆婆在参观体

验后说， “新建的党群服务中

心宽敞漂亮， 还把很多服务集

中在一起， 这种‘一站式服务’

对我们来说方便多了， 以后会

常常过来。 ”

聚焦党务政务及多项服务

据了解，龙洞街道党群服务

中心位于龙洞东路 219 号，占地

面积 3200 平方米， 为一主两副

的格局，主楼以党务、政务服务

功能为主，左侧副楼以家庭综合

服务和社区服务为主，后侧副楼

则以文化活动、培训学习功能为

主， 共有 30 个室、10 个功能区

域。

该中心主楼共有 3 层，一层

是综合窗口服务大厅，入门左侧

是上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服务

窗口，设有党务、民政、计生、来

穗人员服务等窗口，一站式服务

社区的党员群众；另外一侧是商

事登记服务窗口， 提供企业设

立、变更、注销登记等服务。 党群

服务中心的设计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理念， 大厅设计简洁、通

透，极大方便党员群众办事和开

展各种活动。

据介绍，龙洞街道党群服务

中心投入使用，标志着街道服务

党员、 服务群众工作进入新阶

段。 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希望，通

过街道全体干部职工的努力，经

过一段时间的建设和运营，使党

群服务中心真正成为密切联系

群众的新桥梁，成为展现龙洞街

道发展的新客厅，同时也成为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以基层党建引

领社会治理的新示范。

龙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面面观

主楼 展示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成果

位于主楼二楼的多功能展厅重

点展示龙洞街以基层党建引领社会

治理的成果。 党的十九大以来，龙洞

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以基层党建引

领为核心， 不断强化“街道大党工

委” “社区大党委” 两个治理模式

的建设， 坚持“共建、 共治、 共

享” 的理念， 做实“服务民生、 服

务发展、 服务党员、 服务群众” 的

四个服务， 构建“大事共议、 实事

共办、 要事共决、 急事共商、 难事

共决” 的办事机制， 形成基层“党

建+12345” 的治理新模式。

展厅主墙设计了党旗和入党誓

词， 辖内党组织可以在这里召开党

支部会议、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温

入党誓词。 据悉，该展厅将于近期就

车陂涌治理成果进行图文展览。 车

陂涌的治理， 就是一个以基层党建

引领社会治理的典范， 车陂涌两岸

有许多“大党工委”“大党委”成员单

位，由于有了“五事联办”的机制和

“党建+12345”的治理模式，在治水

过程中的许多难事、大事、要事都得

到了高效顺利地解决。

主楼三楼设有龙洞街道党校、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市民学校、道德

讲堂， 为辖内党组织提供学习培训

的场所。 这里将定期举行讲党课、主

题党日活动、文明实践活动等，同时

也可通过预约，提供给辖内单位、党

组织、 社会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课

程培训和活动。 此外，该层还设有街

道商会、工会相关功能室。

联手各高校打造“青年”特色党建

根据龙洞辖内高校众多、 学生

活跃的特点， 中心二楼设置了校地

联盟、 志愿者工作室和 430 学堂等

功能室。 其中，430 学堂是由街道整

合辖内的师生资源、 高校学生志愿

者来给学生辅导功课， 并利用周末

的时间开展兴趣活动的志愿项目。

龙洞街积极探索党员志愿者队

伍、义工团队建设的工作，目标是搭

建一个志愿服务平台， 把党员服务

的意愿和热情， 与群众对服务的需

求对接起来，把辖内党组织、党员群

众和企业单位中的志愿服务资源和

力量整合起来， 形成一支多元化的

志愿者队伍， 共同推动龙洞建立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此外，主楼二楼还设有“两代表

一委员”工作室、法律咨询室、社区

组织孵化办公室等功能室。 据了解，

龙洞辖内高校林立， 大学生有创业

热情，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通过前期

的摸查和调研， 专门设立一间社会

组织孵化室， 为辖区广大学生广泛

参与就业创业搭建一个广阔平台，

吸纳大学生科技创新优秀项目在社

会组织孵化室进行培育。

三楼的两新党组织孵化室也是

龙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的特色之

一，服务对象是两新组织青年党员，

希望中心能够成为青年党员和广大

学生的“梦工厂”，帮助他们实现“职

场展翅、梦想起航”。

左侧副楼由龙洞街社工服务站和上社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组成， 整楼互联互通，和

主楼、副楼形成一个整体。 该大楼设置了亲

子乐园、社区护理站、母婴室、多功能活动

室、个案室、舞蹈室等功能室。

作为广州市护理站试点单位，龙洞人民

医院党支部在党群服务中心试运营当日举

办了“党员服务日”义诊活动，为居民带来高

血压治疗、康复治疗等服务。 据介绍，楼内的

社区护理站有医生护士定期值班，并可提供

上门服务。

此外，左侧副楼夹层区域是应急庇护场

所，当有极端天气或应急需要时，根据上级

的工作部署，这里将开放为庇护场所，为有

需要的群众提供食住等临时救助。

左侧副楼

提供丰富的家综服务及社区服务

后侧副楼

为居民提供一个休闲学习的场所

后侧副楼一层是广州市天河区图书馆

龙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分馆，届时该分馆将

与全市图书馆联网，可以通借通还。 馆内前

期配套图书 3000 册，预计加设阅览席位、电

子阅览设备， 并将专门设立党建书籍专柜，

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

最新理论成果送到群众身边。分馆还将根据

需求不断扩大室内和室外阅读区域，延伸到

430 学堂、家综楼等公共空间，可为有需要的

居民群众、学生提供足够的阅读区域。

后侧副楼三层则是书画室，墙上墨宝让

人赏心悦目，为龙洞居民提供了一个修养身

心、休闲学习的场所。 居民手持毛笔蘸上墨

水手起笔落，到处墨香盈盈。

荨

龙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外观。

▲

针对高校青年设置的功能室为他们搭建了

广阔平台。 信息时报记者 刘展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