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分类后

大沥合计垃圾减量的相关数据

类别

可回收垃圾

有害垃圾

合计

垃圾减量率

数量

311271.84公斤

1028.3公斤

312033.14公斤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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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 日， 狮山镇桃园中

学、 松岗中心小学、 桃园小学三

所学校的青少年创客基地正式

揭牌。 据介绍， 青少年创客基地

可为学生提供机器人、 3D 打印、

动漫制作等科创课程， 培育学生

科创思维。

“学生有多少？ 机器的性价

比如何？” 在松岗中心小学青少

年创客基地， 3D 打印设备正在

运作， 狮山镇委委员余元蕙询

问基地运作的情况。 广工大数

控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副院长

熊薇表示， 创客课程已进行了

一个学期， 成效也十分明显：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学校构建创

客平台， 促进成果研发， 让学生

更积极地参加研学活动。”

据松岗中心小学校长刘大治

介绍， 松岗中心小学创客基地有

两种上课模式， 一是全校普惠，

把创客课程融入到科学课； 二是

针对学校参赛队学生， 由专家进

行授课。 另外， 学校的创客课程

还能跨学科进行， “如语文老师

设计剧本， 美术老师根据剧本指

导学生， 创客团队老师把画中人

物实现 3D 打印。”

而在桃园小学， 除了开展小

机器人组、 创客教育组、 趣味编

程组等科创社团活动外， 学校还

开设了创客校本课程 《粤讲粤有

趣》， 通过生动的动画、 游戏、

问答， 结合本地文化、 语言文化

进行演绎， 十分有趣好玩。 该校

本课程由学校多位老师和广工

大研究院的专家共同编制， 里

面的配音是学校 7 位学生用粤语

所配。 “课程非常好玩， 虽然自

己也是本地人， 但很多俗语都不

太能理解， 通过学习可以了解家

乡文化。” 301 班的梁盛澎也是

《粤讲粤有趣》 的小小配音员，

他说接下来会认真学习 3D 打

印， 梦想着打印出自己喜欢的东

西。

狮山镇委委员、 团镇委书记

关钧宜表示， 通过逐步建设狮

山镇青少年创客基地， 普及创

客教育， 能够激发学生思维和

创意， 为学生未来成长与工作

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接下来， 团

镇委将加强对申报学校创客基

地建设， 依托创新创客平台和

产业发展优势， 整合优质创新

创客教育资源， 推动学校青少

年创客基地建设工作长足发展，

助力辖区创客工作再上新台阶，

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狮山贡献青

创力量。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2019年度大沥镇小区治理创新项目征集方案》发布

以创新项目为抓手 探索小区治理经验

狮山镇三所学校

青少年创客基地揭牌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虞莹莹

通讯员 梁景萍

7 月 10 日， “新时代社区治理探

索与实践交流会暨大沥镇住宅小区综合

治理案例分享会” 举行。 会上， 大沥镇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项目和优秀志愿楼长

获颁嘉许证书， 《2019 年度大沥镇小

区治理创新项目征集方案》 发布。

项目化运作探索特色治理模式

据悉， 大沥去年启动住宅小区综合

治理三年计划， 以 15 个城市社区创新

项目为抓手， 以小区党员骨干培育、 楼

长队伍建设、 物业公司协同群防群治等

治理主题为突破口， 推进大沥镇社区治

理工作。

分享会上， 分享的 5 个项目案例分

别关注居民关系建立、 小区群防群治、

楼长制建设、 协商共治、 小区党建， 不

同类型住宅小区的治理经验各有不同。

社区创新项目立足于居民需求， 结合社

区品牌特色， 推动社区多元主体参与、

协同共治， 进一步完善“党建引领、 政

府监管、 市场主导、 社会参与、 居民自

治” 小区综合治理机制， 加快形成共建

共治社会治理格局。

楼长带领居民参与小区治理

在小区综合治理中， 作为“楼道管

家”的楼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安装门

禁系统和阳台窗，改变小区管理真空、失

窃事件频频发生的治理难题， 入户探访

高龄长者和老党员……每月“楼长接待

日”系列活动，打通小区服务“最后一公

里”， 搭建起“直联团队+社区党委+楼

长+居民” 共同参与的定期议事和便民

服务平台，树立“有事找楼长”的正面形

象，拓宽居民参与小区事务的渠道，引导

居民在“家门口”议事，创新探索“镇级指

导-社区统筹-楼长协办-资源协调”小

区综合治理机制。

为提升楼长服务楼道的能力，大沥镇

针对楼长开展督导培育项目。项目围绕小

区安全文明和环境卫生等社区公共议题，

建立楼长队伍建设专家资源库，通过楼长

培育，提升楼长队伍的参与积极性、公共

意识和公共议事能力，初步探索党建引领

下的楼长参与小区综合治理的新路径。

据悉，2018年7月， 大沥镇正式实施

楼长制度，经过“推荐-遴选-公示”，产

生首批志愿楼长近100人。 楼长接待日、

邻里日活动、楼长茶话会等服务落地，活

跃了小区氛围，改善了邻里关系，也帮助

居民解决一件件民生实事。 为表彰一批

勇担责任、热心奉献的楼长，交流会上，

25名模范楼长获颁嘉许荣誉证书。

完善机制优化小区治理体系

为更好地总结经验， 大沥提炼发布

《新时代社区治理的探索与实践———大

沥镇住宅小区综合治理优秀案例集》。 作

为新一年度项目申请和运作指引，《2019

年度大沥镇小区治理创新项目征集方

案》在会上发布，这份方案将充分发挥专

项资金的杠杆作用， 党建引领发动各界

力量积极创新社区治理， 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治理格局。 2019年，大沥镇将在总结

上年度工作经验和结合未来工作部署的

基础上， 优化小区治理创新项目实施方

案，联动职能部门与社区开展“1+1 配对

实践模式”，让职能部门创新工作牵手代

表社区，以小区公共议题为切入点，推进

职能部门工作创新与社区实践相结合。

大沥镇党委委员华小峰表示， 在大

湾区蓬勃发展的时代潮流中， 大沥将继

续传承好“创新大沥、敢为人先”的大沥

精神，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继续做好基层善治这份保障， 为打造形

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

快推动“品质大沥·幸福家园”建设。

自《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

施后，“垃圾分类” 成为近日来全国热议的

话题。而在大沥，垃圾分类的历史可以溯源

到2017年。目前，大沥已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的试点单位共计57个， 从开展垃圾分类工

作至今，合计垃圾减量312033.14公斤。

据悉，大沥镇通过实地调研，于2017年

12月选取了30个垃圾分类试点单位， 分别

是20个物业小区、10个城市社区，开始探索

大沥镇垃圾分类的道路。 2018年6月，又综

合筛选出第二批共27个垃圾分类试点单

位， 分别有16个物业小区、2个城市社区、9

所学校。 两批次共有57个试点单位。

广东瀚蓝智慧环卫服务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章淑贤表示， 为搭建完善的垃圾收

运链条， 大沥57个试点单位设置了垃圾暂

存点，由绿电公司专车收运不可回收垃圾，

可回收公司收集废纸皮等可回收垃圾，有

害垃圾暂存到一定量后统一运送到危废处

置单位。

为更好地推进垃圾分类的相关工作，

完成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暂存、分类

处理的全链条闭环， 大沥镇同时加大了宣

传力度，包括微信公众号宣传、分类知识折

页印制派发、 结合各大型活动嵌入分类知

识宣传等。从开展垃圾分类工作至今，大沥

合计垃圾减量312033.14公斤，其中可回收

311271.84公斤，有害垃圾1028.3公斤，垃圾

减量率2.8%。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虞莹莹

通讯员 梁景萍

大沥57个单位实行垃圾分类试点

合计垃圾减量超31万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