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越秀区梅花路 3-21 号大院

是 20 世纪 80 年代建造的房改房，公共

面积不大，没有物业管理，各项配套设

施不完备。去年，经越秀区、梅花村街等

积极推动和前期准备，梅花路 3-21 号

大院微改造项目被纳入广州市更新实

施计划。但怎么改，改后怎么管理？梅花

村街梅东社区多次组织召开居民会议，

最后终于圆满解决。

改造方案由居民投票表决

小区要改造就要先有方案。在微改

造设计阶段，梅花村街梅东社区组织设

计人员走进社区，实地走访社区，听取

居民意见，也召开居民代表会议，让居

民们对微改造提出意见。

高小姐是梅花路 3-21 号大院里

的居民，自 1991 年便居住在此。 她说：

“对任何年龄的居民来说， 小区内活动

空间太少了。如果楼下能够有活动的空

间，对居民的身心健康大有好处，毕竟

有时工作回家比较晚，再去健身房不现

实。 加上现在小孩比较小，带出去游乐

场又担心孩子健康问题，增设休闲娱乐

设施在楼下就会方便很多。 ”

也有居民提出小区围墙面层老化，

“三线”拉挂凌乱，消防设施缺失老化，

扶手破损、缺失，信报箱老化等问题，

针对居民提出的问题，梅东社区居

委会将之反馈给方案设计方，设计方综

合居民需求， 最终提供了 4 种改造方

案。梅东社区将 4 个方案在社区里公布

出来，并组织居民对设计方案进行投票

表决。最终，根据居民的投票，选中由练

云霄团队设计的改造方案。

根据这个改造方案，楼下的绿化活

动空间增加了，还增加了一些运动设施

及石桌石凳。 居民戴叔说，以前社区的

大院绿化设施残旧， 也没有坐的地方，

通过微改造，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公

园。 现在小区环境变好了，还有老人活

动中心， 所以整个小区变得热闹起来，

更加有活力了。

居民商议是否聘请物业公司

梅花路 3-21 号大院其实是两个

独立院落

（梅花路

3-17

号院 、梅花路

19-21

号之

3

院）

， 此前这两个大院都

没有物业管理。 如今微改造之后，小区

环境变好了，改造后如何有效地管理是

这两个小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微改造完工之前，梅东社区居委

会又分别组织这两个独立院落的居民

代表召开会议， 商议如何管理的问题。

梅花路 19-21 号之 3 大院的居民代表

认为，如今小区环境变好了，还是应该

聘请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才

能保障小区的日常管理水平。而梅花路

3-17 号院有居民代表表示， 他们能在

小区里找到适合的人员进行管理，还可

以解决居民的就业问题。

经过商议， 最终梅花路 19-21 号

之 3 大院聘请广州盛扬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进行管理，而梅花路 3-17 号大院

由居民自己管理，但两个大院的卫生保

洁都由街道环卫站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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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好商量

大货车占道收购废木材

海幢街快速整治效果明显

自助办证厅

24小时“不打烊”

街道政务中心

一周最热业务榜

石碁镇

有求必应

街坊有所呼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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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应

扫码说出您的烦心

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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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您解决

小区微改造怎么改？ 居民投票决定

梅花村街梅东社区多次组织召开居民会议，成功解决小区改造及管理问题

近期，有居民通过“微社区 e 家通

海棠花开”反映，海珠区同庆路长期有

大货车在此停留占道，进行废品和废木

材收购。人行道和马路面经常会堆放大

量木材，严重影响出行，并造成较大的

交通安全隐患，希望街道能尽快整治。

接到居民反馈后，海幢街道办事处

高度重视，针对货车涉嫌违规停放且违

规经营的问题， 联动海幢街安监中队、

海幢派出所、城管科等多部门进行联合

整治，加强对同庆路段的巡查。

近日，海幢街街道安监中队安监员

在同庆路巡查时发现一部面包车正偷

倒木板，立即下车制止，并在海幢街微

信工作群上报情况。 7 分钟后，海幢派

出所堑口社区民警吴警官赶到现场，把

当事人带回派出所进行教育处理。当天

下午，海幢派出所负责人来到同庆路木

板堆放黑点，和值班巡警、社区居委会

主任、社区民警、城管辅助队等一起协

商，重新调教摄像头角度，让电子摄像

头能更全面地监控现场。 与此同时，海

幢环监所派出保洁人员对路段进行清

理，当天下午，已经对同庆路偷倒的木

板清理完毕。

记者走访了同庆路，均未发现废木

材堆积的情况，目前，该路货车占道和

违规经营的现象有较大好转，周边的居

民对此也连连点赞。

据悉，海幢街推出“令行禁止、有呼

必应” 网格化基层治理工作模式后，整

合网格管理主体力量， 由社区专职、挂

点科室人员、社区民警、社区辅警、党建

组织员、出租屋管理员、安监员、驻点律

师等 8 类人员组建成近 300 人的专职

网格员队伍，确保“一格多员、专精充

足”，将 1921 名社区党员、1344 名在职

党员、439 名青年志愿者纳入网格管

理，对于居民反馈的问题，能够及时处

理，有呼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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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面包车在同庆路偷倒木板 ，

被执法人员当场制止。 受访者供图

上周， 番禺区石

碁

镇政务服务

中心办理业务量前三位分别为社保

业务、 居住证明及户政业务。 据了

解，自 7 月 29 日起，市民群众可到

该政务服务 24 小时自助办证厅办

理港澳台签注、 通行证剩余次数查

询，居民身份证补领、换证、领证，人

社业务清单打印，来穗人员登记、办

证， 番禺政务相关业务办理查询等

政务业务，市民群众能够一站式、全

天候、零距离享受政务服务。

No.1

社保业务

近一周：795人次，日均：159人次

温馨提示： 就业登记和失业登

记实现全流程网上办理，登录“广州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上服务

大厅”，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足不出户

即可轻松办理。个人社保缴费历史、

参保证明、参保凭证可登录“广州人

社局网上服务大厅” 直接网上查询

或打印。

No.2

居住证业务

近一周：740人次，日均148人次

随着积分制服务的深入推进，

积分制服务作为基础性常态化工

作， 持有本市有效的《广东省居住

证》，积分达到相应分值后，可享受

社会权益和公共服务。

温馨提示： 为方便来穗人员办

理居住证业务， 石碁镇政务中心来

穗窗口调整上班时间， 周六上午正

常受理居住证办理、延期、地址变更

等业务， 更可选择可邮寄到家便民

服务。

No.3

户政业务

近一周：625人次，日均125人次

温馨提示：关注 “广州公安 ”微

信公众号预约户政业务， 可以更自

由地安排办理时间； 办理身份证需

本人到场，

16

周岁以下的需监护人

持出生证、身份证陪同；广东省内居

民

16

周岁以上换证、补办的可到居

民身份证自助机申请， 凡捺印了指

纹的广东省内居民身份证请收到短

信后到居民身份证自助领证机领

取。 首次申领第二代身份证需回原

籍办理。

微社区

e

家通记者 古晓彤

梅花路

3-21

号大院建筑年代久远，公共面

积及配套设施都不足，去年该

大院微改造项目被纳入广州

市更新实施计划， 但怎么改，

改造后如何有效管理？ 梅花村

街梅东社区多次组织召开居

民会议，最后改造及管理问题

得到圆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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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对大院微改造设计方案投票。 微社区

e

家通记者 张玉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