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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区瑞宝街第一金碧花园建

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共有住户 5000

多户。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原规

划的停车位数量远远满足不了现有

住户的需求，停车难是困扰居民的一

大难题。 不少居民向居委会和物业反

映，希望能增加停车的地方。

记者走访发现， 不管是停车场，

还是小区施划的停车位，以及小区外

围区域的停车点，基本都处于满负荷

状态。“当年车位规划不够充足，现在

车多，用地又紧张，导致停车越来越

难。 ”居民陈先生说，“不少住户抢到

车位就不开车了。 ”

金碧东社区党委副书记张瑞鑫

告诉记者， 小区可用土地资源稀少，

无法不断增加车位，但还是会尽量想

办法满足居民需求。 近日，通过收集

意见和充分商讨，金碧物业争取到地

铁石溪站 D 出口周边剩余空地的使

用权，计划将该空地修整用于小车停

放，投资 10 万多元。 另外，原本位于

该空地前方的电动车停放点将搬至

小区 16 栋居民楼的背后外围区域。

昨日，记者看到工人正在该空地

进行消防工程建设，预计 9 月中下旬

可完成施工并投入使用。 据金碧物业

工作人员介绍， 据估算约可增加 25

个月保名额。 届时，物业将按照月保

登记顺序通知排队业主前来办理停

车月保， 解决部分居民的停车需求，

一定程度上缓解停车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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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调查

近八成街坊赞同楼道撤桶

楼道撤桶后，垃圾乱扔楼道最让街坊担心

从上周起， 信息时报社和微社区 e

家通 120 条街道公众号，以“垃圾分类”

为主题开展多期相关调查，第二期为“垃

圾分类楼道撤桶情况”调查。 调查显示，

接近八成的街坊赞同通过楼道撤桶的方

式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但最担心是撤桶

以后出现的乱扔垃圾问题。

根据广州市垃圾分类工作部署，越

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

黄埔区、 番禺区等中心区域小区要逐步

推进楼道撤桶， 实现定时定点垃圾分类

投放模式， 到 2020 年 12 月底前全部撤

桶， 那么市民对于楼道撤桶的情况有什

么意见呢？ 调查显示，78.97%参与调查的

街坊表示赞同利用楼道撤桶的方式促进

垃圾分类工作，28.79%的街坊表示所在

社区已开始撤桶，18.21%的街坊表示在

新规出台前小区已撤桶。

白云区白云湖街街坊周先生表示，

撤桶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投放垃圾的

时间，但他认为可以提高楼道卫生情况，

“楼道放置垃圾桶，一到后楼梯就闻到垃

圾味，还不时有苍蝇蚊虫，撤桶后整个楼

道的卫生情况都好多了。 ”

推进楼道撤桶， 其主要目的在于规

范垃圾分类的流程， 改变民众随意丢垃

圾的习惯，但在推行过程中，有人可能会

担忧会不会操之过急， 这么快就推行楼

道撤桶的举措， 有可能出现部分不自觉

街坊直接把垃圾堆放在楼道的情况。

调查显示，40.54%的街坊认为楼道

撤桶后， 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部分不

自觉街坊直接把垃圾堆放在楼道的情

况。家住下渡路的小颖告诉记者，她所居

住的楼盘有较多出租屋， 不少租户经常

叫外卖， 导致楼道的垃圾桶有较多的厨

余垃圾，“如果楼道撤桶后采取定时投放

垃圾， 这些外卖垃圾有可能会被偷偷堆

放在楼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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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撤桶·调查数据

（截至

9

月

7

日）

凡事好商量

地铁站附近路口经常堵塞，如何破解？

大石街大山村多方协调成功拓宽路口，交通秩序明显变好

大石街大山村富山路南

段路口离地铁

3

号线大石站

约

600

米， 该路口每天上下班高峰期

路过的人流量较大，加之路口窄，导致

交通秩序混乱。村委通过与商家、村民

多方协商，并在街道支持下，最终将路

口改造为双向四车道，并增设人行道，

交通状况明显改善。

今日商议焦点

如今从地铁 3 号线大石站

出来，再拐进富山路，一路顺畅，

但以前常路过这里的村民脑里

浮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住在附

近的村民杜先生介绍，“以前富

山路口只有 2 车道， 路口很窄，

每天上下班经过时，整个路口都

很混乱。 ”

城中村道路大多不宽阔，人

员又密集， 主路口常造成堵塞，

不仅给周边居民带来不便，还存

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有什么办法

能缓解呢？

人工疏导效果不明显

富山路是番禺区大石街大

山村东片区的主干路，南北连通

群贤路和朝阳东路两条主干道，

而且富山路南段路口离地铁 3

号线大石站约 600 米，周边生活

条件便利，不少来穗人员选择在

这里居住。 作为主要出入路口，

每天上下班高峰期路过的人流

量较大， 人和车常混杂在一起，

交通秩序混乱，这种状况持续了

多年。

据介绍，其实大山村范围内

的富山路段为双向四车道，但到

了富山路南段连接群贤路的

57.35 米长路段， 却收窄为双向

两车道，也没有人行道，所以才

造成这种状况。 为此，大山村委

在上下班高峰期，派治安队疏导

交通，但效果并不明显。“这个路

口除了窄， 旁边还存在乱停车、

乱堆放的现象，还有商家在路口

边做生意”， 大山村党总支书记

杜汝锋介绍道。 如果要缓解该路

口交通问题， 势必要拓宽路口，

如何在路口边清理出一些空地

成为一个棘手问题。

多方协商将路口拓宽

为改善富山路南段的交通

秩序，大山村委上门跟路口边商

家协商，希望对方能将地块让出

来，杜汝锋说：“其实这块地的承

租人是我们村的村民，后来我们

找到他说明情况，他也知道这是

为了整个村好， 所以也支持我

们，另外这块地的租约跟有关部

门有关， 我们也通过街道协商，

最终解决了地块的租约问题。 ”

同时，大山村委也与相关村民沟

通，解决了路边乱堆放的情况。

把路口两边的空地清理出来

后，拓宽路口也加快了步伐。由于

该路段地块于2009年6月被征用

为工程建设用地， 大山村委通过

大石街道协调， 并申请专项补助

对该路段进行改造， 建设为双向

四车道道路，并增设人行道。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路口，

但通过多方协商整治后，不仅改

善了交通秩序，更提升了一个村

的形象。 如今，该路口通过合理

规划，一边围起来成为大件废旧

家私的临时堆放点，一边堆放建

筑垃圾，还将旁边的垃圾卫生黑

点整治变成临时停车场，路口两

边的围墙接下来还将画上彩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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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停车难

盘活空地建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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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您所在的社区是否已经开始撤走楼道

内垃圾桶？

a)已开始撤桶 28.79%

b)尚未撤桶 53%

c)新规出台前楼道已经撤桶 18.21%

2.

您是否赞同利用楼道撤桶的方式促进

垃圾分类工作？

a)赞同 78.97%

b)不赞同 21.03%

3.

楼道撤桶后，你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a) 垃圾投放点分布不足， 投放不方便

35.72%

b)垃圾存放过久产生异味 20.56%

c) 部分不自觉街坊直接把垃圾堆

放在楼道 40.54%

d)其它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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