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区建设受阻？ “穗源阁牌坊”被拆除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11 月

10 日，原位于员村西街侨颖街的穗源

阁牌坊被依法依规拆除。 上午 9 时

许， 员村街组织约 20 名施工人员、2

台钩机、2 辆卡车，对原位于员村西街

侨颖街的穗源阁牌坊等构筑物进行

依法依规拆除，仅保留了路口的保安

亭。

据悉，113 中学金融城西校区建

设项目位于侨颖街尽头，是今年天河

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此前，由于该

道路一直被认为是穗源阁小区路，道

路两侧用作停车场。为了避免道路遭

受碾压损坏，穗源阁小区业主曾阻挠

工程车进场。 对此，广州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出具文件显示，侨颖街属于

城市道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

封闭使用城镇公共道

路。“穗源阁”牌坊未取

得施工许可， 应予以拆

除。11 月 8 日，员村街组

织穗源阁小区业委会、

业主代表等召开协调

会。 为保证平稳过渡，在

保证施工进度的前提

下， 侨颖街暂被允许单

边停车。 经过沟通，这些

做法已获得居民理解。

接下来， 为了争取

113 中学金融城西校区

在明年 9 月顺利开学，

相关部门将加快推进学校工程建设，

把侨颖街纳入重新规划范围。 未来，

相关部门将对该道路进行升级改造，

建设人车分流设施，同时邀请相关单

位、小区居民参与出谋划策，达到共

建、共治、共享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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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无小事

员村街绢麻社区博物馆筹建进行时……

老工友聚首 捐赠绢麻“青春回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通讯

员 王卉）

“嗨，是你啊，老友记。”“好久

不见啦！ ”11 月 8 日，30 多名原广州

绢麻纺织厂老工友在员村街绢麻社

区居委会欢聚，一边闲话家常，一边

为员村街首个社区博物馆--绢麻社

区博物馆的筹备献计献策，以及为博

物馆捐赠绢麻老物品。

弘扬绢麻精神 纺织厂变身

社区博物馆

广州绢麻纺织厂原名广州苎麻

纺织厂，1956 年 5 月由广东华侨投资

公司投资 2000 多万元， 在广州东郊

员村兴建的华侨投资企业，是当时全

国生产规模最大的苎麻纺织厂，也是

广东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

项目。 绢麻产品曾有“麻纱赶东洋”

“绢丝超华东”的美称。

现在， 绢麻厂已退出历史舞台，

为了留住绢麻记忆， 弘扬绢麻精神，

员村街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 利用破旧厂房进行微改造，

筹备建立绢麻社区博物馆，致力于打

造一个集居家养老中心、 配餐点、棋

牌室、 阅览点等于一体的“展览+服

务+娱乐”社区居民服务站。

支持筹集 老工友拿出“传家宝”

为了筹备建设绢麻社区博物馆，

员村街向广大居民发出邀请函，希望

热心的绢麻厂老职工们能将自己保

存的属于绢麻的“青春回忆”捐赠出

来，支持博物馆建设。

现场，老工友们纷纷拿出了“传

家宝”，如当年生产的纱线、布料，工

作中使用的围裙、纱剪，生活中必备

的粮票、菜票等，场面又热闹又壮观。

今年 88 岁的老人黄艳馨指着身上

的“绢麻衫”向大家介绍：“这穿了

20 年啦，还是一样的舒服！ ”老人

们表示， 在翻找旧物品过程中，想

起以前青葱岁月。 今年 75 岁的原

纤维车间女工周公敏带来了一大

沓老照片、绢麻科协章程、奖状等物

件。 她说：“大部分物品都是我丈夫黄

守导的。 他去年走了，如果早点建这

个博物馆就好了。 ”

原广州绢麻纺织厂党委书记崔

玉光代表工友们发言，表示非常感谢

员村街党工委、街道办，绢麻社区党

委、居委会以及信息时报社发起筹建

绢麻社区博物馆这一行动，为绢麻厂

几十年的奋斗留下痕迹，让绢麻精神

得到传承。 活动当天共收到 60 余件

捐赠物品。 员村街道办希望，更多绢

麻人继续踊跃捐赠，为绢麻社区博物

馆的筹建出一份力。

捐赠方式

接收地址：

绢麻社区居委会（员村

二横路 11 号大院内）

接收时间：

周一至五 8:30-17:30

联系方式：85160507

温馨提示：

捐出的物品将归属员

村街道办事处所有， 并得到妥善

保管。如果希望展览后回收，请跟

工作人员提前说明。 捐赠人将获

得一份证书。

加建面积有限？ 员村新村“私人订制”小电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通讯

员 黄嘉慧）

“开工啦！ ”随着一声声铁

锤敲打声和欢呼声，11 月 11 日上午，

经过一年多努力，员村街新村社区穗

乐花园 26 栋和 28 栋的“旧楼加装电

梯”项目同时开工了。 居民把两面锦

旗赠送给新村社区居委会，感谢他们

促成电梯工程顺利开工。

穗乐花园位于员村西街， 是 20

世纪 90 年代建成的小区， 居住着原

员村工业区的工厂职工。 其中，26 栋

和 28 栋均是七层，共 28 户居民。 随

着居民年纪渐大，加装电梯成了迫切

解决的问题。 然而在筹备过程中，除

了筹集资金等困难，26 栋和 28 栋均

有地理位置的“硬伤”———26 和 28 栋

位于小区主干道旁，如果建在大路上

将堵塞消防通道，还影响一楼住户的

采光和通风； 如果“镶

嵌”在两楼栋之间，施工

位置又不够。

施工负责人陈先生

介绍：“正常情况下，电

梯工程施工需要预留

80 平方米的位置，而这

里只有 20 平方米，还要

预留 1.2 米的消防通

道， 所以电梯规格也不

能采用标准的 8 人梯，

只能‘私人订制’限载 6

人的小电梯。 ”经过与施

工单位协商， 大家最终

决定将电梯井“镶嵌”在

两栋大楼之间。

为了获得小区一楼住户的理

解， 新村社区居委会多次奔波走

访，组织协调会。 通过“情、理、法”

多管齐下，最终促成电梯工程获得

施工许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11 月 13

日下午，位于黄埔大道中的恒业大厦第三

届业主委员会选举开箱仪式举行。员村街

城管科、山顶社区居委会、社区民警、恒业

大厦业主、 业委会和物管处等代表出席。

最终，会议顺利选举出 5 名业委会成员，1

名业委会顾问。

开箱仪式中，在员村街城管科和山顶

社区居委会的监督下， 工作人员把密封 1

个月的投票箱开封。唱票员和监票员整理

选票，统计员把结果一一登记，并投放在

大屏幕上展示，接受在场人员监督。最终，

刘瑞芳等 5 名候选人通过“双过半”同意，

顺利当选恒业大厦第三届业委会成员，刘

瑞芳以最高票数直接当选业委会主任。同

时， 本届业委会特别增设业委会顾问 1

名，由具有极高威望又富有社区管理经验

的上届业委会成员担任，享有与其他业委

会成员同等的法定权利。

据悉，恒业大厦业主委员会是物业公

司提议下成立的，经过业主投票，刘瑞芳

连任了三届业委会。 刘瑞芳认为，业委会

成员除了应该有管理经验，还应该秉承公

心，团结、和谐地处理小区事务。

恒业大厦第三届

业委会选举圆满结束

恒业大厦成功举办第三届业委会选

举。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日前，新村社区居民给居委会赠送两面锦旗。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穗源阁牌坊”被拆除。 通讯员供图

绢麻厂退

休职工相互讲

述着搪瓷脸盆

的故事。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