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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无小事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通

讯员 叶婉玲 杨希）

9 月，广州市提

出将加快楼道撤桶和定时定点投

放，力争 9 月底见成效，年底前基

本完成。距离今年结束还有 1 个多

月，员村街的垃圾分类工作进展得

如何？ 据了解，目前员村街共有物

业小区 38 个，已实现楼道撤桶 19

个；非物业小区 32 个，已实现楼道

撤桶 24 个， 计划于 12 月 31 日前

完成全街 70%的楼道撤桶工作，还

将新设都市兰亭、11 号大院、四横

路 1 号大院、4 号大院为垃圾分类

定时定点试点小区。

美林海岸社区 撤桶后仍将持续宣传

10 月 31 日， 美林海岸花园开

始楼道撤桶和定时定点投放。 从

10 天以来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情

况来看，该小区仍存在部分居民对

厨余垃圾的分类还不大清楚，其他

垃圾和厨余垃圾混在一起，对垃圾

分类工作依然抗拒等问题。

为进一步深化生活垃圾分类

理念， 鼓励引导辖区居民认可、参

与垃圾分类，结合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11 月 9~11

日晚上，美林海岸社区党总支组织

员村街社工站、在职党员、社区党

员、志愿者再次上门入户宣传。

此次入户宣传活动将会持续

1 个月，采取挨家挨户上门宣传的

方式，向居民派发《广州生活垃圾

分类指南》，动员居民签署《“环境

友好家庭”承诺书》，宣讲生活垃

圾的分类知识等，并了解居民在

生活中遇到的垃圾分类问题、意

见和建议 ， 鼓励他们从自身做

起，坚持做好垃圾分类，努力带

动身边的人。

绢麻社区 多方参与协商献策

11 月 11 日上午，绢麻社区联

合员村街城管科、都市兰亭物业公

司、居民代表就都市兰亭小区内垃

圾分类定时点和误时点的位置进

行协商。

较早前，都市兰亭小区在社区

党委的协助下， 已经就小区内设

定的五个垃圾分类定时点和误

时点初步方案进行了全面的公

示 ， 挨家挨户上门征求小区居

民的意见和建议 。 大部分居民

都赞同初步方案 ， 但有部分居

民提出不同意见， 如不要过于

靠近自己所居住的楼栋， 现在

的投放点太远不方便， 或担心味

道过大而影响正常生活等。

为了优化布点方案，绢麻社区

党委组织相关单位、人员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认真倾听了居民代表的

建议，充分了解民意，将居民群众

的需求放在工作的首位。 随后，大

家依次到各个定时点、误时点进行

现场勘查，集思广益，反复斟酌，根

据不同需求设置垃圾桶数量、垃圾

桶的样式、 垃圾桶的运输和清洗、

水电配套设施等方面，努力寻找尽

量完善的方案。

在大家的反复沟通与协调下，

最终确定了都市兰亭小区的垃圾

定时点和误时点修改方案，将尽快

进行再公示，推动小区垃圾分类工

作平稳进行。

百合路垃圾站垃圾封闭处理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随着广州加快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居民楼身边的“垃圾中转

站”也陆续进行升级改造。近日，记者了解到，员

村百合路生活垃圾临时收运点

（以下简称：百合

路垃圾站

）从 8 月开始改造，目前已经完成，体

积比原来扩大近一倍，将便于垃圾封闭处理，保

证周边环境卫生。

据了解， 百合路垃圾站是 2000 年兴建，

2014 年进行第一次扩建。 随着时代发展，垃圾

处理设备升级， 原垃圾站无法适应新型垃圾压

缩车所需空间要求，因此今年 8 月开始，再次升

级改造该垃圾站，约 10 月完工。 新垃圾站重新

搭建外结构框架，粉刷了外墙，并分别向东西扩

建 10 米，设置操作间、储存间、投放间等分区。

目前，员村街已抓紧采购空气净化设备，尽

量减少对群众的困扰。相关负责人进一步表示，

该垃圾站位于花城大道东延线上， 是临时建设

的，若道路开通，将会拆除。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通讯员 胡浩翔、

王卉）

一份由居民自主制定的公约，让意见自己

提、 规矩自己守成为一种新的社区治理模式。

近日，员村街指导各社区制定居民公约时，发现

不少社区把“垃圾分类”等新内容纳入，使沿袭

千年的“村规民约”有了新内涵。

在员村二横路绢麻社区 11 号大院里，一份

社区居民公约张贴在公告栏上， 成为居民热烈

讨论的话题。“节约资源少浪费，垃圾分类不乱

扔……”这些字眼赫然纸上。

“垃圾分类”顺利写进各社区“居民公约”得

益于多方努力。 首先员村街高度重视垃圾分类

推广工作，与辖内企业合作研发“垃圾分类智会

人”小游戏，各社区通过张贴海报、现场宣传活

动、居民议事会讨论、小游戏 PK 大赛等多种方

式宣传垃圾分类工作。

其次，员村街辖内 14个社区先后通过前期走

访、召开各级会议，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群众最关

注、最重视、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纳入，使居民公约真

正表达民意，实现“意见自己提，规矩自己守”。

把“垃圾分类”纳入居民公约，对转变社区

群众生活方式和习惯起到积极引导作用。 下一

步， 员村街各社区将对居民公约进行大力宣传

推广，让居民自觉遵守公约各项条例，争做一名

文明有礼的社区居民。

“垃圾分类”写进“居民公约”

美林海岸社区工作人员上门

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通讯员供图

绢麻社区组织各单位、 人员协商都市兰亭小区垃圾定时点和误时

点。 通讯员供图

▲

恒安大厦垃圾误时投放点细节考虑周到。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

天 一

庄 小 区 垃 圾

分类投放点 。

信 息 时 报 记

者 卢舒曼 摄

员村街垃圾分类工作进行时

年底前全街七成小区楼道撤桶

绢麻社区居民文明公约。 通讯员供图

经过升级改造的百合路垃圾站。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山顶社区 8个小区 6个实现楼道撤桶

山顶社区是员村街最早试点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社区，其中天

一庄小区去年被定为广州市首批

垃圾分类示范小区之一。 今年，山

顶社区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小区建

设，目前辖内 8 个小区已有 6 个实

现楼道撤桶和定时定点。

海景中心位于黄埔大道中，共

有 2 栋 28 层楼 406 户。 9 月底，物

业中心在小区内发布通知， 于 10

月 10 日起开始楼道撤桶。定时点设

在负一层地下车库里，倒垃圾时间是

7~9点，18~21点。 误时点设在东塔旁

边的地上停车场。

恒安大厦设置误时点和定时

点时，在细节上做得很周到。 例

如，垃圾桶比较高，物管调整了

误时点的高度，增加踏脚台。 居

民认为 晚 上扔 垃 圾 环境 比 较

黑，物管在垃圾点上安装了电灯。

未来，恒安大厦物管处将改造垃圾

点附近的绿化带，调整成大件垃圾

存放点与生活垃圾分类点，美化垃

圾点周边环境。

此外，截至 11 月 10 日，山顶

社区还有住建局小区、 天荟公馆、

福金莲小区已推行垃圾分类工作。

山顶社区将争取在年底前实现辖

内 8 个小区楼道撤桶和定时定点

投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