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徐

雪华 黄宇兴 叶婉玲）

垃圾分类是当前的

热议话题。 人人参与垃圾分类，利国利民。

为让垃圾分类的意识更好地深入人心，帮

助居民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日前，

员村街各个社区积极开展垃圾分类宣传

活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

员 宋杭 黄嘉慧）

7月6日上午， 员村

街绢麻社区党委组织社区在职党员、

党员志愿者联合街城管科及环卫站、

出租屋管理中心、 物业管理公司在

辖内开展“在职党员进社区， 凝心

聚力树先锋” 党员突击队主题党日

活动。 据悉， 该活动是自在职党员

入社区以来的首次主题活动。

当前，正值蚊虫孳生繁殖的高峰

期, 也是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高发季

节。 为做好登革热疫情防控工作，保

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党员志愿在辖内

8个物业小区和万芳园大街、 万芳园

山顶、田心路、五小旧址等地，进行蚊

虫消杀、清除积水、清理死角垃圾、铲

除传播源、 防止登革热专项整治行

动。 党员们对小区的绿化进行了地毯

式搜索，不怕脏不怕累，翻盆倒罐，清

除沟渠积水，清理多处卫生死角的垃

圾。

7月6日下午，员村街城管科、环卫

站联合新村社区在职党员及志愿者，

也开展了首次党日活动。 此次活动以

“发挥在职党员作用， 为社区添彩，为

党旗增辉”为主题。 活动现场，党员志

愿者在辖内5个物业小区及昌乐小学

进行辛勤劳动，消杀蚊虫、清除废旧轮

胎积水、清理死角垃圾，铲除蚊虫孳生

地。此次党日活动的开展，推动了在职

党员深入参与社区治理共建活动，为

共建共治共享美好社区， 打造健康安

全舒适的人居环境奠定基础。

截至7月8日， 员村街14个社区共

1400名党员前来报到。 员村街各社区

党委将充分利用在职党员的个人专业

及特长，例如摄影、视频制作、电脑维

修、医疗保健、法律、美术、文化传播

等，与社区居民活动进行对接，与社区

弱势群体对接，与居民需求对接，为居

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不断拓宽在

职党员密切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渠道，

发挥在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与居

民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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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无小事

信息时报讯（记者 崔小远 通讯

员 陈嘉韵）

“这次，我们终于不用走

太远路，就可以拿到辅具啦……”在

家门口体验器具适配的一名街坊开

心地说道。 7月20日，为方便辖内残

疾人做好肢体、视力、听力等身体评

估， 员村街在工疗站举办残疾人辅

具适配进社区大型便民活动。 此次

活动吸引188名残疾人现场提交申

请材料。

据了解， 根据目前广州市残疾

人康复资助有关文件规定， 残疾人

需要申领辅助器具的， 必须要到相

应的辅具机构做好评估及签署服务

协议。考虑到残疾人出行难，员村街

残联邀请广州市残疾人辅助器具评

估中心、 广州福祉辅助器具有限公

司、 德林义肢矫形康复器材有限公

司、广州华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

州唯可听辅助器具有限公司， 集中

为辖内肢体、视力、听力残疾人进行

辅具现场适配及签署服务协议。

活动现场， 各类身有残疾的居

民群众陆续前来咨询。“我能申请什

么辅具”“辅具的功能是什么”“有哪

种适合我使用” ……工作人员均细

心地解释介绍， 还逐一地为残疾人

进行身体评估， 并给出合适器具建

议。 对5名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天河

区街残联工作人员、社区居委会、辅

具公司技术人员还组成服务小组，

为他们进行入户评估， 量身订造最

合适的辅具。

截至当日下午5时， 共有188名

残疾人现场提交申请材料。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

讯员 杜思茵）

为进一步做好辖区消

防安全工作， 提高居民群众消防安

全意识，7月26日， 员村街安监中队

走进程界东社区， 开展消防宣传理

论培训和实操。当天，程界东社区居

委会、来穗人员服务管理中心、百合

苑物业管理处、 社区居民等人员参

加培训。

活动期间， 消防宣传员以家庭

火灾隐患作为切入点， 分析防火的

注意事项并介绍简易灭火方法。 同

时， 还组织了参训人员进行灭火器

油盆灭火实操环节， 使群众真正掌

握消防安全知识和灭火技能。

开展垃圾分类 员村街在行动

为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实

践垃圾分类的行动中，7月27日，员

村社工站绿茵社志愿队联合美林海

岸社区党群志愿队开展垃圾分类宣

传活动，多名在职党员报名参加。

活动现场， 志愿者们拉起生活

垃圾分类物流图解的展板， 并通过

垃圾分类小游戏的形式， 提升居民

群众对垃圾分类的认识。与此同时，

还向前来咨询垃圾分类知识的居民

群众详细讲解了垃圾分类全流程。

此次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增强了社

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让

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

促使社区居民能够积极参与到实践

垃圾分类的行动中来， 从而不断提

高社区居民自觉爱护环境卫生的意

识，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提高辖区居民

的垃圾分类知识水平和思想认识, 在辖区

营造人人环保, 个个参与的良好氛围,7月

20日上午, 二横路社区联合员村街城管科

在东

璟

花园，举办以做好垃圾分类，共同

为地球减压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得到社区党群先锋队的大

力支持。 他们当中多数是在职党员，利用

周末休息时间带着家人，向大家发放垃圾

分类宣传彩页, 并协助城管科给现场的居

民赠送环保垃圾袋和垃圾桶。 大家纷纷表

示，今后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与垃圾分

类,带动邻里共同创建优美环境,为美化社

区做贡献。

7 月 25 日下午， 侨颖社区召

开穗源阁垃圾分类工作会议。 会

上， 侨颖社区居委主任陈铁城建

议， 穗源阁小区加快启动垃圾分

类工作： 在小区推行“定时定点”

投放模式， 共设置定时投放点 2

个， 误时投放点 1 个， 定时投放

时间为上午 7 点至 9 点， 晚上 7 点

至 9 点， 误时投放点则 24 小时可

供投放； 在小区楼层内不设收集

容器

（简称 “楼道撤桶 ”）

， 形成

“垃圾不落地” 收运模式， 逐渐引

导居民养成自觉分类的好习惯； 组

建志愿者队伍， 起到模范带头作

用， 做好垃圾分类宣传。

据悉，侨颖社区垃圾分类宣传

活动将持续开展，推进侨颖苑、旭日

雅苑等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号

召居民群众一起参与，共同营造全

民开展垃圾分类的氛围。

二横路社区

做好垃圾分类

共同为地球减压

侨颖社区

推行定时定点投放模式 号召居民齐参与

美林海岸社区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 让绿色理念深入人心

在职党员进社区 凝心聚力树先锋

员村街14个社区已有1400名党员前来报到

好方便！ 辅具适配进社区

残疾人在家门口体验服务

消防培训进社区

筑牢消防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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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横路社区开展“做好垃圾分类，共同为地球减压”

宣传活动。 通讯员供图

侨颖社区居民在积极参与垃圾分类模拟。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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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社区在职党员及志愿者开展

党日活动，在辖区内进行大清扫。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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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联工作人员上门为残障人

士做辅具评估，指导其填写辅具申

请资料。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