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记者 刘展萍 通讯员

庄孟怡）

从“小黑龙”变身为“小清龙”，

车陂涌龙洞段近年水质日益提升，吸

引了不少居民群众前来观赏游玩，这

背后离不开龙洞街“多管齐下”推进河

涌治理。

健全组织，压实责任。 落实街道、

村

（居 ）

二级河长制，成立以街道党工

委书记任组长的全面推进河长制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街河长办，现有街级河

长 2 名，村（居）级河长 5 名；建立街综

合治水微信工作群,制定《龙洞街河段

职责分工表》， 明确各河段责任人，落

实阶段性整治目标，并纳入考核，定期

召开工作例会听取河涌治理工作情况

汇报。

整合队伍，常态巡查。 整合街道、

龙洞派出所、 村公司力量组成河涌巡

查队伍， 常态开展日常巡查和夜间专

项巡查，严控偷倒偷排；落实街级河长

每周两巡查，村

（居 ）

级河长每日巡查

的工作要求， 今年截至 7 月 23 日，街

级河长累计巡查 75 次, 共出动 248 人

次，发现问题 135 宗；村

（居）

级河长累

计巡查 846 次， 共出动 1595 人次，发

现问题 184 宗，已全部落实整改。

截污建管，源头遏制。 大力推进城

中村排水管网改造， 将现村内一套合

流排水系统改造为雨污分流两套排水

系统，新建二、三级管道 27240 米，完

成率 100%；立管改造 94950 米，完成

率 99.7%；DN150 户出管 34800 米，完

成率 95%； 完成对车陂涌龙洞河段整

个流域的截污纳管工程建设， 对截污

工程中损坏的河涌绿化带以及人行道

路面及时进行恢复整改。

重拳整治，巩固成果。 强制清拆河

涌两岸违法建设，协调区水务局、区住

建和园林局等部门于今年 3 月完成对

欧阳支涌涌口湿地小公园的整改；建

档“散乱污”场所 578 家，升级改造 325

家，整合搬迁 22 家，关停取缔 46 家，

对 193 家小散乱污经营企业开展整治

后的“回头看”，严防反弹；加强汛期四

害消杀工作， 组织清除河涌周边垃圾

杂物约 75 吨, 有效改善河涌周边环境

质量。

强化宣传，营造氛围。 结合辖内学

生众多的实际， 成立高校河涌治理志

愿者队伍； 联合龙洞街社工服务站和

10 名民间河长，开展治水宣传活动 10

次，强化宣传引导，增强群众爱河护河

意识；树立河长公示责任牌，定期公布

黑臭河涌整治工作进展，公开镇街、村

居级河长联系方式， 畅通群众参与渠

道，营造人人参与治涌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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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洞进行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通讯员 街来穗

中心）

为加强垃圾源头管控，全力推进垃圾规范

化管理，8月 22日晚，龙洞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部

长冯志文带领街党政办、 街来穗中心、 街消安

办、街城管科、各社区居委会、林海物业管理处

等工作人员组成 50 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小队，

在辖内林海山庄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

本次行动共入户宣传 436 户， 通过口头宣

传与派发宣传资料相结合的方式， 向小区住户

强调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并告知楼层撤桶时间，

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正确投放生活垃

圾，共建美丽社区。

下一步，龙洞街将继续加大教育宣传力度，

广泛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动员活动， 普及垃圾分

类知识， 提高居民群众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

参与度， 共同推动龙洞街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

分类工作。

龙洞街在林海山庄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

垃圾分类齐参与 共建美丽社区

龙洞街在林海山庄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 通讯员供图

龙洞街多措并举全面推进河涌治理卓有成效

车陂涌龙洞段秀丽如画

车陂涌龙洞段近年水质日益提升。 通讯员供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通讯员

街来穗中心）

为加强龙洞街寄递物流企

业安全管理工作，8 月 29 日下午， 龙洞

街来穗中心联合街综治办、街安委办、龙

洞派出所、 龙洞市场监督管理所及相关

居委会对辖内寄递物流企业开展清查整

治。

行动中， 检查组对寄递物流行业公

司“百分百”落实情况、是否做到在视频

监控下进行开箱验视、 是否下载寄递物

流管理 APP 进行登记备案、营业执照是

否齐全、 消防设备是否正常等方面进行

重点检查， 对其中检查不合格的公司要

求立即整改， 无法立即完成整改的限期

整改，规范行业经营秩序。此次行动共出

动 22 人，清查寄递物流企业 13 间，开具

整改通知书 6 份，备案通知 4 份。

下一步， 龙洞街将继续定期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活动， 督促寄递物流企

业完善安全防范措施， 健全安全管理制

度和各项安检措施， 确保辖内物流企业

安全无事故。

龙洞街开展寄递物流企业清查整治

确保物流企业

安全无事故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通讯员

李伟玲 陈海君）

8 月以来，为进一步规范

辖区市容环境秩序，优化龙洞市容环境，

龙洞街执法队协调天河交警、 龙洞派出

所对辖内迎龙路、龙洞东路、龙洞北路等

主干道两侧人行道上的机动车辆乱停放

问题进行清理整治。共协助发出《违法停

车告知单》22 张， 现场劝离机动车辆约

36 辆次。

车辆乱停放行为阻碍正常通行，严

重影响市容环境。 龙洞街执法队一直要

求队员在日常巡查中， 一旦发现机动车

辆、自行车占用人行道乱停放的行为，要

及时劝离，并要求规范停放，以保持辖区

市容整洁。今后，此类联合执法行动将成

为常态。

龙洞街规范辖区市容环境秩序

整治车辆乱停放

保持市容整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通讯员

街来穗中心）

近期，广州持续高温多雨，

龙洞街来穗服务中心多措并举全力做好

龙洞街登革热疫防控工作。

一是组织社区管理员与居委会人员

召开登革热病防控会议， 结合社区实际

情况，制定上门工作方案；二是按管理员

工作网格， 逐栋上门派发登革热宣传材

料、灭蚊片和灭蚊喷剂，强化宣传引导；

三是对因事外出未能领取驱蚊药片的屋

主，及时通知到社区服务站补领；四是组

织管理员开展巡查， 对存在较多积水和

绿色植物的区域进行清理整治， 严防蚊

虫滋生。

龙洞街多措并举

做好登革热病防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通讯

员 黄爱珍 李杰梅）

8 月 22 日上午，龙

洞街禁毒办联合龙洞派出所在街道党

群服务中心三楼礼堂开展全民禁毒宣

传讲座活动， 共 60 多名社区居民参

加。

本次讲座由龙洞派出所警官陈华

文主讲。 他围绕“防毒、识毒、拒毒”主

题， 向居民详细介绍什么是毒品以及

毒品的危害，同时就“我们应该如何远

离毒品，保护自己”向居民展开提问，

将“禁毒”宣传引入更深层面的探讨。

此外， 陈华文还结合自身实际工作经

验细致分析吸毒的普遍原因， 并一一

提出相应的防范对策， 呼吁广大居民

群众时刻保持警惕，珍惜生命，远离毒

品。 讲座中，陈华文以案释法、以法论

事，耐心强调禁毒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讲解生动详尽， 现场群众精神高度集

中，回答问题十分踊跃。

此次讲座进一步提高了社区居民

群众对毒品危害的认知度， 有效增强

社区居民群众防毒、识毒、拒毒能力，

坚定其从思想和行动上坚决抵制毒品

侵蚀的信念， 为筑牢社区防毒安全墙

打下坚实基础。

龙洞街开展全民禁毒宣传讲座活动

禁毒宣讲进社区 筑牢防毒安全墙

龙洞街开展全民禁毒宣传讲座活动 。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