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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天气热又多雨，社区里积水的

地方容易滋生蚊虫， 一不小心引发登革

热就很麻烦啦。”白云区景泰街居民陈伯

道出了不少街坊的心声。 近日， 记者获

悉， 白云区景泰街大金钟社区居委会组

织热心居民、 物管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召

开会议协商， 并多次进行预防登革热宣

传活动，切实改善社区的卫生环境。

居民对清理积水意见不一

景泰街大金钟社区在白云山脚下，

社区内绿树成荫，环境优美，有近8000名

市民在此安居乐业。 随着夏季气温升高,

蚊子活跃起来， 不少街坊们当心起登革

热。

“现在广州，四处都在宣传要预防登

革热，但不少人就是不上心，对自家卫生

环境很不注重。 ”居民陈先生介绍，社区

内部分居民喜欢在屋前楼顶种植物养

花，用瓶罐存了不少水，非常容易滋生蚊

虫。

“每次遇到都会去倒掉积水。 ”陈先

生表示， 以前倒积水时被主人发现会被

骂“多手”“多事”，自己听了也会生气地

去解释甚至与对方理论。

“其实社区里那些猫碗猫碟比淋花

罐的积水还要难搞。 ”居民李婆婆告诉记

者，楼道、花圃等角落里有不少居民投喂

流浪猫的碗碟， 碗碟里的食物经过日晒

雨淋，要么臭气熏天，要么残留积水。

社区协调，居民齐心预防登革热

“居民之间引发不愉快主要还是因

为缺乏沟通，未能达成共识。 ” 大金钟社

区居委会主任王玲介绍， 为提高辖内居

民群众防蚊的卫生意识， 做好登革热防

控工作， 大金钟社区居委会组织热心居

民、 物管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召开会议协

商，并在全社区开展“翻盆倒灌”清积水、

环境大扫除活动、 定期进行预防登革热

宣传等。

活动期间， 热心居民、 社区工作人

员、 志愿者等全面清理辖区楼前屋后的

缸、罐、盆、瓶等容器积水，清理垃圾堆积

物，翻盆倒罐、填平洼地，减少蚊子孳生

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 社区相关工作人员

还入户向居民发放健康知识宣传单，积

极向广大居民群众宣传夏季灭蚊常识，

向辖区居民宣传及时清理家中暴露的垃

圾， 减少室内外杂物的堆放等相关灭蚊

蝇的防治方法，增强居民的卫生意识，共

同维护社区环境。

据了解， 经过社区与居民们的共同

努力， 大金钟社区积水问题得到有效控

制，社区卫生环境进一步改善，有效遏制

了蚊媒传播， 大大降低了辖区内群众感

染登革热的风险， 保障了社区居民群众

的健康生活，营造了全民参与,共同清洁

美好家园的浓厚氛围， 受到居民们的一

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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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盆倒罐清积水“多手”变成“齐动手”

景泰街大金钟社区居委会搭建沟通平台 大扫除防登革热取得共识

荔湾区东沙街

办失业证

须提前停社保

街道政务中心

一周最热业务榜

管道堵塞导致地面渗水

社区协调三方解难问题

白云区景泰街大金钟社区居委会组织热心居民清理社区积水并进行

预防登革热宣传活动。 受访者 供图

今日商议焦点

上周

（

8

月

5

日至

9

日 ）

五个工作日中， 荔湾区东沙街

政务服务大厅共办理业务 481

件， 排名前三的是来穗中心业

务、 失业证、 计生业务， 居民

们对窗口工作人员态度及办理

业务速度均表示满意。

据了解， 东沙街政务服务

中心大厅一共设置 4 个窗口，

分别办理计生、 居住证、 民政

类、 工商类业务， 其中工商类

务主要针对办理营业执照类业

务。

No.1�来 穗 中 心 业 务

（包含居住证、 房屋租赁备

案、 出租屋综合税征收）

近一周： 185人次

日均： 37人次

温馨提示： 出租屋的来穗

人员每次办理居住证， 新办或

延期前， 都需要到社区的服务

站核实资料， 再带齐资料前往

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办理。

No.2�失业证（包含失业

签到、 办理失业证）：

近一周： 173人次

日均： 35人次

温馨提醒： 办理失业证时

必须要提前停了社保才可以前

往政务中心办理。

No.3�计生

近一周： 168人次

日均： 34人次

温馨提示： 办理计生相关

业务， 都先到户籍居委会或所

居住地的居委会登记相关信

息 ； 东沙街辖内有免费孕前 、

产前免费筛查， 有需要的人员

可以到居委会咨询； 各社区和

街道有免费的计生用品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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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好商量

有求必应

街坊有所呼

小

e

有所应

扫码说出您的烦心

事，小

e

助您解决

近日，南岸路 77 号 3 栋有住户反映

其家中出现了地板渗水的现象， 问题已

经持续好几个月， 对市民生活造成很大

困扰。据了解，地板渗水主要因为住户楼

下的排水管堵塞，导致厨房污水倒灌。由

于维修问题涉及物管公司以及楼下宾

馆，三方沟通无法达成一致，导致渗水问

题一致无法解决。

接到反映后， 南源街电业社区居委

会组织多方协调， 最终促成调解三方达

成一致，让维修工程顺利进行，目前渗水

问题已得到解决。

据了解，此次街坊反映的南岸路 77

号 3 栋四层以上是居民楼， 一至三层为

商业裙楼， 三层与四层之间铺设有排水

管道，出现渗水的正是四楼的住户。电业

社区工作人员许先生告诉记者， 他们接

到反映后，就前往事详细了解情况。“渗

水原因是三楼与四楼之间的排水管道堵

塞， 需要在三楼宾馆的天花板处进行维

修，由于宾馆方刚对天花板进行了装修，

担心物管公司的维修方案会影响他们，

所以维修工程一直没有进行。 ”

在居委多次联系协调下，8 月 5 日上

午，三方到居委会居民议事厅，再次就排

水管堵塞造成渗水的问题进行面对面协

商。 居委会工作人员认真听取三方的发

言，协调大家的意见，促成调解三方达成

一致方案。调解一致后，维修工程已于上

周进行，经过两小时的维修，排水管道堵

塞造成渗水的问题已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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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满意度：

今年广州雨水天气较多

,

全市蚊媒密度持续偏高

,

当前已进入登

革热疫情流行高峰期。社区部分居民喜

欢在屋前楼顶种植物养花，用瓶瓶罐罐

储存水，也容易滋生蚊虫。 但在清理积

水上，意见若不统一，就容易诱发矛盾

纠纷。 因此，白云区景泰街大金钟社区

居委会组织热心居民、物业以及相关工

作人员召开会议协商并多次进行预防

登革热宣传活动，通过会议协商，开展

“翻盆倒灌”清积水、环境大扫除活动，

这既改善社区卫生环境，又避免了邻里

纠纷，这无疑是双赢之举。

住户家中，因渗水导致墙壁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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