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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垃圾分类在行动

广州街道逐个看

信 息 时 报 讯 （ 记 者 佘 铄 嘉 ）

“将 1 份糖、 10 份水加 3 份鲜垃圾

（蔬

菜叶 、 水果皮等 ）

放入容器内， 关紧

瓶口发酵 3 个月， 可以广泛应用于去

油污、 洁厕、 净化废气等方面的环保

酵素便随之形成。” 对于生活在东山街

新河浦的居民们来说， 环保酵素的出

现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

社区掀起制作酵素热潮

据了解， 新河浦社区现有常住人

口 6000 余人， 常住居民近 1500 户，

居民平日里产生的垃圾如何处置成为

社区长期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 社区

通过构建“街道+居委+志愿者+党建”

多方协同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动员体系，

推动了环保酵素制作、 定时定点垃圾

分类、 垃圾回收等多项措施的实行，

社区整体环境变得焕然一新。

2017 年以来， 新河浦社区内掀起

了一股制作环保酵素的热潮。 在社区

党委第一书记江琼的带领下， 街坊们

纷纷参与进来， 把新鲜的果皮和菜叶

等废弃餐厨收集起来制作环保酵素。

据了解， 环保酵素有分解、 催化、

重组的功能， 在家居运用上能减少餐

厨垃圾， 变废为宝， 还可以运用在家

庭清洁、 除菌、 个人护理等方面， 对

环保起着很大的作用。

新河浦社区以新河浦三横路的 40

户居民为试点， 组织志愿者指导社区

居民动手制作环保酵素， 得到了居民

们的大力响应和支持。 如今， 社区内

有近 50 户居民学会了制作环保酵素，

并自主地在家动手制作环保酵素使用。

平日里， 社区居民们还会聚集一起制

作酵素， 制作出来的成品， 一部分留

给居民使用， 剩下的大部分用作清除

公共厕所异味的工具， 真正实现了

“变废为宝”。

经过一段时间的推广和使用，制作

“环保酵素” 已经成为新河浦社区的一

个品牌活动。 由社区居民自发成立的环

保酵素推广中心，吸引了省内外各单位

人员前来参观学习。

据东山街城管科工作人员周先生

介绍，3年来新河浦社区共制作环保酵

素超过4000多斤，开展了40多场分享活

动，分别到30多个单位、学校进行宣讲，

受众共有两千多人次。 越来越多的居民

群众将制作而成的环保酵素广泛应用

到日常生活当中。

将引入一批智能投放设备

目前东山街辖区内还设置了“92回

收”分类箱及衣物智能回收箱。 居民们

可将废旧的衣服、包包、鞋子、旧书、纸

盒等物品按类别投放至指定箱内，并可

通过下载APP, 根据实地位置查询周边

回收点信息，预约附近的收购者回收家

中的废品，还可发出收购需求，回收人

员接单后会在及时联系并上门回收。

东山街城管科工作人员周先生表

示，接下来街道计划建立社区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垃圾分类

管理重点工作，并引入一批智能投放设

备，对美华北大院、合群二马路、合群三

马路、东湖北大院等垃圾投放点进行改

造提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成广聚）

昨日，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开展广州市境内铁路沿线彩钢

瓦房和违法建筑隐患整治第六次集中

整治行动，拆除违法建构筑物 40 余处，

涉及面积约 5000 平方米，其中包括被认

为拆除施工难度最大的一处违法建设。

站西路“最难拆”违建被拆除

拆除施工难度最大的一处违法建

设位于荔湾区站西路某饭店的建筑物

侧面，一块近千平方米的彩钢瓦棚垂直

于铁路，最近处几乎垂直于铁路高压线

上方，彩钢瓦与实体墙间隙夹放松散铁

皮、木板等散件，易掉落，彩钢瓦较陈旧

易风刮上线，既存在影响列车安全运行

的严重安全隐患， 也对该建筑物中工

作、生活的人员构成了极大的生命财产

安全隐患。

城管执法人员多次与该建筑物业

主沟通，取得业主的理解和支持，业主

均表示可以进行拆除。 但是，如何进行

拆除却是困扰了城管执法人员很长一

段时间。 据城管执法队员介绍，他们之

前找了好多个工程队过来，工程队负责

人都是过来看看，就摇头说这个活接不

了，因为拆除施工极有可能面临坠落和

电击的危险，他们没有切实的把握能够

安全顺利地完成拆除。

为此，市城管部门多次召开现场协

调会，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拆除施工方

案。 拆除工作得到广铁集团极大的支持

和帮助，专门协调腾出火车运行“空窗

期”，即在该段时间内铁路停车、停电，

时间为昨日凌晨 0 时~2 时和今日凌晨

0~2 时，昨日完成对彩钢瓦进行拆卸，今

日完成对铁架的拆除。 昨日上午，记者

从市城管部门了解到，彩钢瓦的拆卸工

作已顺利完成，并在接近天亮时完成拆

除点的清理工作。

“双桥烟雨”美景正慢慢复苏

据了解，在市城管部门组织开展的

前 5 次集中整治行动中，已完成了大部

分的整治任务，进入查漏补缺阶段。 本

次集中行动， 除 4 处是整体拆除外，主

要是针对一些小块的“漏网之鱼”，这些

小块的彩钢瓦大部分都是紧挨着铁路，

有的甚至延伸到铁路上方或垂直于铁

路上方，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一旦脱

落将直接对行驶的列车造成伤害。 为

此，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分管负

责人高度重视， 专门组织此次集中行

动，多次深入与当事人沟通协调，做通

思想工作，一举扫除了 40 余处这些小块

的“大隐患”，面积约 2000 平方米。

记者来到市城管部门上一次集中

行动拆除的荔湾区桥中二手厨具市场

拆除点，从坦尾地铁站出来，满眼是绿

油油的草地和郁郁葱葱的绿树，还有明

亮的阳光照射在远处的珠江水面，多年

未见的“双桥烟雨”美景正在慢慢复苏。

据了解，市城管部门将继续开展广州市

境内彩钢瓦房和违法建筑隐患的查漏

补缺工作，对在册的隐患进行逐一的核

查销号， 并加大铁路沿线的巡查力度，

防止出现新的彩钢瓦房和违法建筑。 同

时，市城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大违法建

设拆后管理，督促相关区城管和街道执

法队及时清理建筑废弃物，并移交相关

部门、属地或铁路方尽快进行复绿和美

化，有效提升铁路沿线景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

讯员 李彦勇 梁荣忠）

共享单车给

市民出行带来了便利，有人却为了

方便自己上下班，把共享单车变成

“私享”单车。 近日，广州越秀警方

刑事拘留 1 名男子，该男子两个月

内破坏共享单车达 46 辆。

近日，越秀区公安分局东山派

出所接到哈

啰

共享单车公司员工

报警，称其公司多辆共享单车被人

扫码开锁后骑行到越秀区寺右村

南兴里附近后失联。 民警发现这些

失联单车的骑行线路基本一致，且

为同一人使用。9 月 4 日，办案民警

将嫌疑人梁某

（男，

39

岁）

抓获。

据梁某供述， 今年 7 月 9 日，

他下班后骑行一辆哈

啰

单车回到

宿舍，为了占为己用，便将共享单

车车锁拆除扔掉。 第二天，梁某继

续使用这辆共享单车上班。 下班

时， 梁某发现该辆车已被人骑走，

又通过手机扫码使用另一辆哈

啰

单车回到住处，随后用同样的手段

将车锁破坏。 之后，梁某便经常使

用相同的方式占用共享单车，就连

其本人也记不清破坏了多少辆。 经

核查，梁某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破坏共享单车多达 46 辆。 目前，梁

某已被越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

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广州开展第六次铁路沿线彩钢瓦房集中整治

部分拆除点复绿治违效果显现

男子破坏 46辆

共享单车被刑拘

东山街新河浦社区巧妙使用餐厨垃圾改造成为家居好帮手

餐厨垃圾制成环保酵素“变废为宝”

荔湾区桥

中二手厨具市

场被拆除 后 ，

目前该处已是

绿油油的草地

了。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

已制好的环保酵素。

荨

环保酵素制作达人

向居民介绍酵素的用途。

信息时报记者 佘铄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