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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村街打造智慧型养老服务模式，树立民生建设新标杆

让辖内长者“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

讯员 王卉）

绢麻社区博物馆、长者

饭堂、日间托老室……绢麻社区 11

号大院 18 号闲置平房焕然一新大

变样。 2019 年 12 月 25 日上午，员

村街长者乐园在绢麻社区正式启

动。 该项目融合医养结合新理念，

结合智慧创新型养老服务模式，标

志着员村街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工作上树立起民生建设新标杆。 活

动现场，员村街与共建单位三七互

娱签订助老协议。

党建引领 创新社区养老模式

据了解，员村街绢麻社区是典

型老年社区，整个社区老年人口数

量接近 1500 多人。 为进一步提升

老年人晚年生活的质量，员村街党

工委加强养老与社区公共设施的

功能衔接， 扩大社区养老服务供

给。

据悉， 员村街投入近 50 万资

金，更新改造老旧物业，将绢麻社

区原本已经废置的 11 号大院 18

号平房打造成全新的员村街长者

乐园，为辖内老人提供专业化的医

疗保健、膳食餐饮、日间照料、心理

辅导等服务。 此外，还设有独具地

方特色的绢麻社区博物馆，再现广

州绢麻纺织厂的辉煌历史。

绢麻社区主任范红梅介绍，长

者乐园的建设初期，街道和社区就

想结合这一历史印记，为老人们打

造一座记忆博物馆。 通过社区发

动、媒体助力、群众参与等方式，才

有了现在的绢麻社区博物馆。 当

天，不少原绢麻厂的老工友结伴前

来参观。 看着墙上的照片，寻找年

轻时自己奋斗的身影。 原绢麻厂书

记崔玉光老人说：“街道和社区做

了一件大大的民生实事，不但为绢

麻厂的老工人提供了一个保存集

体记忆的场地，还把养老服务中心

建在了家门口，方便我们这些老人

不用到偏远的养老院，就能享受到

专业的养老照顾。 真的是老有所

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

贴心服务 打造智慧养老生态圈

天河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邵

国明表示，长者乐园的落成，是用

实际行动传递着“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的尊老理念。 希望未来绢麻社

区长者乐园在运营上进一步创新

方法、创新载体、创新机制，推进社

区养老和社区治理工作迈上新台

阶，为街道乃至天河区创造可看可

学可推广的党建新经验、新模式。

员村街像绢麻这样的老旧社

区还有不少， 老人们有用餐需要、

基础护理需要、 日间托管需要，很

多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心理上也

有慰藉的需要。 经过积极探索，员

村街引入金鹏社工站，补充专业技

能及人员服务， 推进医养结合，打

造了一个集智慧大配餐、 智慧医

养、日间照护、特色养生下午茶、娱

乐学习 5 大贴心服务于一身的智

慧型养老生态圈。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员村街道

办事处还与辖内最大的非公企业

三七互娱签订尊老助老协议，三七

互娱捐出 5 万元经费资助长者乐

园开展特色养生下午茶活动。 据

悉，该活动是员村街创新的工作理

念，在全区首推的长者服务。

员村街展开拉网式排查，严厉打击非法行为

为岁末年初安全做“把关人”

信息时报讯（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罗梦）

为

全面确保重要时间节点期间瞎内的安全稳定，员

村街安监中队紧跟天河区应急管理局的工作步伐，

从 2019年 11月下旬起至今，全面开展易燃易爆

危险物品“打非治违”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在本次专项行动中， 员村街安监中队重点

检查辖内员村加油站、中穗燃气、废品收购站等

场所。 其中，2019 年 12 月 19 日晚，员村街安监

中队负责人胡宇航带队对辖内员村加油站、废

品收购站、五金店等场所开展夜间检查。行动期

间， 工作人员要求辖内的废品收购站负责人尽

快清理站内货物并搬离， 同时对各经营者开展

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行动期间，员村街共出动执

法人员 264 人次，共检查各类场所 66 处。

下阶段，员村街安监中队将始终保持“打非

治违”的高压态势，始终保持安全专项整治力度

不放松， 确保街道在春节期间等重要时段的平

稳有序。

员村街开展危险化学品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员村街开展错时检查

防控今冬明春火灾

信息时报讯（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杜思茵）

2019 年 12 月中旬，员村街大力开展今冬明春火

灾防控工作， 落实重要时间节点消防安全大检

查。 行动期间，员村街来穗中心、员村派出所、街

安监中队等组成行动小组，对辖内中穗燃气、废

品收购站、 临街三小等场所开展今冬明春火灾

重要时间节点错时检查。

2019 年 12 月 25 日晚， 联合检查组对辖内

KTV、桑拿按摩等公共娱乐场所，饭店宾馆、餐

饮酒家等场所展开专项联合错时检查。 现场检

查安全疏散通道是否配备明显标识、 安全疏散

通道是否畅通、 应急救援设备是否完整有效等

内容。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督促租户、店主开

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现场传授干粉灭火器正

确使用方式，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据悉， 员村街在行动期间共出动检查组 13

个，执法人员 92 人次，共检查量贩式 KTV2 家，

桑拿按摩 1 家，沐足棋牌 1 家，宾馆饭店 4 家，

小微企业 5 家，三小场所 42 家，出租屋 14 栋。

其中发现隐患 8 处，立即整改隐患 6 处，清理违

规住人 1 人，复查完成隐患整改 2 处。

员村街大力开展危险化学品年前 “打非治

违”专项行动工作。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

讯员 罗梦

）1 月 7 日下午， 员村街

组织召开 2020 年岁末年初安全生

产、消防安全工作会议。 员村街主

要领导班子成员及辖内社区居委

会主任、安委办负责人、出租屋管

理中心负责人、石东公司及各经济

社负责人等共同参加会议。

会上，员村消防中队队长戚日

柳对全街 2019 年消防安全形势进

行总结和分析，通报了几宗近期全

国典型火灾案例。 并结合员村街实

际情况， 对节前消防工作提出重

点检查排查要求。 会上，员村街

道办事处主任杨德创提出，重点

针对节假期间烟花爆竹的非法

储经营 、运输 、燃放做好安全监

管工作，展开拉网式排查 ，严厉

打击各种非法行为。 并要求街道

安委办 、各社区居委会 、村公司

要加大安全宣传力度，以及实行

有奖举报制度。 针对辖内“二合

一、三合一”场所、物业装修不规

范等现存的安全隐患问题，员村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龙要求各

物业公司、主体责任单位会后立即

开展自查自纠，落实整改，消除隐

患。

最后，员村街党工委书记杨建

新做总结发言， 要求各职能部门、

重点单位要严格落实街道安全生

产、消防安全工作部署的要求。 一

要各部门、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 联动机制落实到位，

各职能部门要联合起来开展安全

大排查；高度重视安全问题，落实

好值班制度。 二要抓整改，严执法。

要从源头治理隐患，做到隐患零容

忍。三要抓宣传，打基础。继续加强

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提高企业

员工及辖区居民安全意识，确保辖

内居民度过一个幸福、和谐、安康

的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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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麻社区博物馆开放后，不少原

绢麻厂的老工友结伴前来参观。

员村街对辖内中穗燃气、废品收购站等场

所开展重要时间节点错时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