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崔小远 通讯员

黄宇兴）

经过一个月的施工，员村西街

4号大院30号楼旁边的小广场11件居民

健身器材已重新安装完成。 9月4日上

午， 原负责设备维保的舒华公司派人

到现场进行工程验收， 经验收安装符

合安全标准。 目前，小广场的改造还在

进行部分项目的收尾工作，预计9月中

旬后可以供居民使用。

记者了解到，8月5日， 市轻工集团

“三供一业”升级改造项目，对员村街

侨颖社区员村西街4号大院30号楼旁边

的小广场，进行升级改造，临时拆除原

有的健身路径器材。

因未及时做好解答工作， 健身器

材被拆除一事， 曾有居民担心会把社

区休闲小广场变成停车场。 后经沟通

得知， 是因为员村西街4号大院被纳入

市轻工集团的改造计划中， 只是暂时

借地拆除健身设施， 之后会原地重新

安置。 “现在看到广场变漂亮， 健身

器材也得到了保留， 社区真的为我们

做了一件实事。” 居民邓女士开心地

说。

侨颖社区居委会表示， 今后将加

强全民健身路径的巡查工作， 查看新

更换健身器材是否使用正常， 也希望

辖区居民在享受辖区健身路径的同时，

也能把这些设备当成自己周围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 关心爱护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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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无小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

员 王卉 ）

近日， 员村街各社区积极

开展居民公约制定

（修订）

工作。 在

前期座谈和民情走访的基础上， 各社

区先后起草居民公约草案， 经过多方

讨论并进一步征求居民意见后， 对草

案进行修改， 最后召开居民代表大会

表决通过。 目前， 全街十四个社区已

全部完成居民公约草案的制定并通过

表决， 后续各社区居委会将张贴公示

向居民公布， 宣布其生效日期。

据悉， “两委统筹做工作、 依法

建章立规矩、 居民群众齐参与” 是制

定

（修订）

居民公约工作的三个主导

思想。 员村街各个社区通过前期的民

情走访， 召开楼栋长例会、 党员会

议， 向辖区党员、 居民骨干征集意见

和建议等多种方式， 征集辖区不同群

体的意见， 制定各社区的居民公约草

案， 约定了居民的权利和义务。 在制

定过程中， 工作人员一方面加强对居

民公约的宣传力度， 增加居民们对公

约的了解； 另一方面也是加强居民的

参与力度， 让居民公约真正由居民说

话。

在制定期间， 各社区因地制宜，

把家庭幸福、 邻里和谐、 保护环境、

维稳团结、 移风易俗等与居民生活息

息相关的内容都列入公约里面， 将大

家最关注、 最重视、 最需要解决的问

题通过居民公约的方式体现， 真正实

现群众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 自我服

务和自我监督。

从各社区的居民公约内容中可

见，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近期全

城关注的垃圾分类问题， 部分社区还

将楼道不乱堆杂物、 倡导文明饲养宠

物、 宣传科学反对迷信、 戒赌扫黄远

离毒害等写入公约， 体现了国家、 社

会、 个人等多个层面的内容。 为了便

于宣传和记忆， 社区公约都采用了朗

朗上口的排比短句， 避免传统的说教

方式， 让居民公约更有活力， 更有底

蕴。

下一步， 员村街各社区将大力宣

传和推广， 通过张贴在社区宣传栏、

派发宣传资料、 以各类活动为契机向

居民们讲解居民公约的内容等多种形

式， 力求做到宣传全覆盖。 辖区居民

人人争做一名文明有礼的社区居民，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推进社

区居民自治， 把社区建设得更加和谐、

有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

员 李述菊）

8月16日， 由天河区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的2019年天河

区机关街道干部职工羽毛球比赛在

天河公园奥冠羽毛球馆举行。在该项

赛事上， 员村街羽毛球队勇夺第一

名。

本次比赛出场顺序依次为混双、

男双、双打，每轮比赛采取三场两胜，

每场采用三局两胜制。 此次街道组共

7支队伍参赛， 分为A、B组进行小组

赛，小组前两名交叉进行决赛。 激烈

的赛场上，运动员们使出浑身解数，时

而跳起来大力扣杀、时而挑高球到后

场、时而吊球到前场，只见羽毛球在空

中来回飞舞，运动员们挥舞球拍的矫

健身影活力四射。 经过一天紧张激烈

的比赛， 员村街最后获得2019年天河

区街道组干部职工羽毛球比赛第一

名。

通过此次比赛，街道干部职工不

仅锻炼了身体，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

一个展示自我互相交流的平台，展现

出运动健儿们积极向上、 努力拼搏、

不断进取的精神风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

员 王卉 李思洁）

今后， 华颖花园老

人们上下楼更方便。 日前， 该小区楼

栋内已顺利加装 20 个楼梯的不锈钢

扶手， 为老人日常出行提供便利。 据

悉， 华颖社区居委会于今年年初开始

惠民微实事工程申请工作， 8 月份开

始正式施工。 目前， 该社区是员村街

首例完成惠民微实事工程的社区。

“以前， 楼梯只有单边的扶手墙，

按照老人习惯， 有的人可能上或者下

的时候就要扶墙走。” 华颖社区居委

会主任谢绮柠说， 老人们实在太迫切

需要楼梯改造了， 因此社区决定将惠

民微实事工程的经费用在加装不锈钢

扶手上。 首期已完成 20 梯的加装工

程， 第二期还将对公共区域需要加装

扶手的部分进行施工。

8 月 19 日下午， 员村街党工委

副书记管力强到华颖社区七号大院进

行验收工作， 抽检了 76 号和 78 号楼

栋的扶手加装情况， 对工程质量表示

肯定。 管力强表示， 员村街党工委高

度重视惠民微实事工程工作的开展，

秉持着由民做主， 服务民需的原则，

让居民行使自主权， 选出居民认可的

项目， 使社区服务更为精准化、 精细

化。 将来， 街道还将收集更多居民建

议， 实现民生服务从“政府配菜” 变

为“百姓点菜、 政府买单” 的新模

式。

据了解， 目前员村街多个惠民微

实事工程同时开展，有序进行，部分项

目已接近尾声。

小小公约作用大 居民自治互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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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

为高龄老人

加装楼梯扶手

便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