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防教育课。

执法人员清理户外破损广告。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通讯员

郝锦均）

10 月 26 日，前进街城管执法

队在黄埔大道前进辖区开展户外广告

整治行动， 重点对主干道沿线破损广

告牌、乱张贴进行专项排查整治。

行动共出动人员 13 人次， 车辆

3 台次， 教育整改 5 宗， 拆除乱张贴

广告 15 宗。 今后， 前进街执法队将

持续深入推进市容环境管理， 加大整

治力度， 不断巩固市容整洁， 确保创

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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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前进

整治“多合一” 消防教育第一步

前进街举办出租屋消防宣传培训，180人参加学习

信息时报讯（记者 唐硕 通讯员 前

进街来穗中心）

11 月 7 日下午，前进街

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联合

前进派出所、前进市场监管所、员村消

防中队，在前进街来穗青少年消防安全

培训基地举办“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

好家园”出租屋消防宣传培训，辖区临

街店档商居混合违规住人衍生的“多合

一”场所经营管理人 180 人参加了学习

体验。

“小烟头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电

热水壶自动切断电源就能保障安全了

吗？ ”“火灾现场的浓烟可怕吗？ ”活动

伊始，前进街来穗中心负责人首先抛出

了一系列问题。

受训人员带着这些问题认真倾听

消防安全专题培训。 员村消防中队队

领导通过案例分析，将消防责任、灭火

措施、逃生方法等知识一一传授，让在

场群众对消防安全有了更深的了解。

接着，职业规划师对来穗人员创业

就业开展专题培训，指导“多合一”场所

经营管理人如何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形势下用足优惠政策转型升级，走出自

己一条安全发展的创业之路。 最后，与

会人员分批到消防安全培训基地进行

学习体验，通过富有参与性、趣味性的

互动体验，将学习到的消防知识技能学

懂、学会。 现场派发宣传品 1200多份，签

署消防安全、治安反恐责任书 470多份。

据悉，前进街来穗中心深入开展出

租屋“八查”行动，根据排查各类隐患风

险清单，从“面、点、线”抓好出租屋消防

安全宣传教育。

从“面”上看，9 月前全街共组织 16

场轮训，完成了辖区各小区物管、商圈

园区物管、规模以上出租屋管理人宣传

教育培训；从“点”上看，11 月前，完成

辖区临街店档商居混合违规住人等“多

合一”场所经营者和管理人的宣传教育

培训；“线”上，广泛发动规模以上出租

屋主、“前进邻好”来穗人员志愿者关注

消防、参与消防，将加大街道消防安全

培训基地开放力度和预约频率，对校园

类、餐饮业、燃气业、汽修业、广告业等

按行业分批次延伸培训，通过进一步推

进出租屋消防宣传教育进学校、 进企

业、进社区、进家庭、进商铺等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区治理，促进辖区来穗人员和

出租屋平安有序。

“前进邻好”志愿服务队添新翼

前进街携手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开展健康义诊进社区暖心服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通讯员

黄丽娟）

11 月 2 日， 秋日暖阳， 前进

街道美林天地南广场人声鼎沸。 原来，

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党建结对活动。 前

进街携手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开展

“健康义诊进社区” 暖心服务， 来自南

方医院综合病区党支部的医疗专家现

场为社区群众进行义诊。 同时， 前进

街道各部门设置多个摊位为居民答疑

解惑， 宣传各项惠民政策。

此次结对共建活动旨在充分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增强党员“守初

心、 担使命”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让“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落到实处， 为社区居民群众谋实事、

出实招、 求实效，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贴心的便民服务。

参与此次活动的义诊医生分别是

来自南方医院综合病区消化内科、 胸

外科、 普外科、 血液科、 呼吸内科、

外科、 骨科等科室的业务骨干。 他们

用自己专业的知识为前来咨询的群众

“把脉问诊”， 并为大家答疑解惑， 传

授健康生活知识。 他们的细心和耐心

得到了社区居民的广泛认可与好评。

其他志愿服务队也踊跃地向居民

宣传解读禁毒、 消防安全知识， 民生

实事、 登革热防控、 垃圾分类、 河涌

治理等与居民群众息息相关的社区治

理政策， 并现场为居民提供妇女儿童

权益保护、 劳动就业服务、 城乡居民

社会医疗保险、 来穗服务指引等政策

咨询服务， 让广大居民对惠民政策了

然于胸， 做政策的“明白人”， 对社区

治理给予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当天， 在活动现场， 前进街道党

工委、 办事处授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

医院综合病区党支部“前进邻好医疗

志愿服务队” 队旗。 至此， 南方医科

大学南方医院正式成为“前进邻好”

志愿服务队的一员。 未来， 前进街道

各社区党支部将和南方医科大学南方

医院综合病区党支部加强合作， 定期

为社区输送义诊和健康讲座等活动，

让前进街的老百姓不出社区就能享受

优质、 高效、 便捷的医疗服务。

据悉， 这是招募美团骑手之后，

“前进邻好” 志愿服务队引进的另一支

专业医疗志愿服务队， “前进邻好”

志愿服务队的社会力量日益壮大。

今年 8 月 22 日，40 多名经常在前

进街“走街串巷”的美团外卖小哥齐齐

加入“前进邻好”志愿服务队。他们将利

用“走千条路，敲万家门”的职业便利，

让禁毒宣传、诈骗防范、消防安全等各

类文明平安资讯，随着热腾腾的外卖送

到商铺企业和千家万户手里。

前进来穗人员中心

举办志愿骨干培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通讯员

前进街来穗中心 ）

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 随着“前进邻好”志愿服务的深入

开展，前进街来穗人员志愿服务分队

的志愿者们通过参与护河宣传巡查、

垃圾分类环境治理等志愿服务，不断

扩大参与社区治理，同时收获满满的

获得感。

10 月下旬开始，为加强前进街来

穗人员志愿服务分队的专业素质和

志愿服务能力，前进街联合天河区来

穗人员服务管理局连续举办 2 场“前

进邻好”来穗人员志愿核心骨干培育

活动，吸引了近 30 名来穗人员志愿积

极分子参加。

在活动现场，首先以简单有趣的

小游戏拉开序幕，活跃气氛调动积极

分子的参与热情。 接着，授课老师通

过案例分析、经验分享等形式，向与

会者一一讲述如何成为志愿者、如何

参与志愿服务、 怎样组织志愿服务、

怎么做好志愿服务等一系列问题。 授

课内容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与会人

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活动结束后，来穗人员志愿核心

骨干纷纷表示，通过参加培育活动学

习，让他们有更大的信心与热情继续

投入志愿服务，也愿意将学到的知识

传播给每一位家人、 朋友、 同事、邻

居，带动更多的来穗人员通过志愿服

务参与社区治理，共建平安有序的出

租屋环境。

前进街执法队

整治户外广告

荩

南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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