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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村 2019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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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9年，是员村街硕果累累的一年。

这一年，我们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解决了众多

悬而未决的民生实事；这一年，我们共赏壮丽焰火，背后是全体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的默默付出；这一年，我们树立“乐学员村”品牌，建立

社区博物馆，重拳“拆违治废”，大力开展垃圾分类……只为建设更加

干净、更加整洁、更加平安、更加有序的新员村。

2020年已经起航，我们将不负韶华，只争朝夕，以敢为人先的闯

劲、开拓创新的干劲、奋发进取的拼劲，为员村发展迈上新台阶而不

懈奋斗。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通讯员 王卉

关键词：

主题教育

精准施策抓治理，牢记使命惠民生

2019 年 9 月 12 日， 员村街启动第二批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 本

次主题教育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任务， 全面把

握守初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的总要

求， 坚持抓思想认识到位、 抓检视问题到位、

抓整改落实到位、 抓组织领导到位， 充分借鉴

运用第一批主题教育成功经验， 以彻底的自我

革命精神解决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 努

力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 思想政治受洗礼、

干事创业敢担当、 为民服务解难题、 清正廉

洁作表率的目标。

全街上下牢记“守初心、 担使命， 找

差距、 抓落实” 的总要求， 不断为民干实

事、 解难题， 陆续涌现一批为民分忧的优

秀党员干部代表及优秀事迹， 如： 完成广

州国庆焰火晚会保障工作， 协助旧楼加装

电梯， 推行垃圾分类， 打造志愿者服务队

伍……一件件关乎群众利益的民生事件、

一个个努力付出的社区工作者身影， 让大

家认识到只有积极投身到“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 学习教育中去， 走进群众听取民

声， 才能获得越来越多群众对政府工作发

自内心的支持。

关键词：

垃圾分类

楼道撤桶率 100%，“垃圾分类”写入居民公约

2019 年 6 月 27 日，在“七一”党生日

来临之际，员村街党工委、办事处在员村

工人文化宫广场举行了“七一”表彰活动

暨党群志愿队伍授旗、“乐学员村”微平台

启用仪式。

在仪式上，员村街宣布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平台———“乐学员村” 微信公众号

上线。 该平台是一个通过“知识竞答+游

戏通关”的形式，融思想引领、道德教化、

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集学习性、

趣味性、竞技性于一身的基层学习教育综

合平台。它将承担起大力宣传普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文明街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宣传思想政策，

传递文明风尚的任务。

“乐学员村”品牌推出以来，开展了多

项新颖有趣的实践活动。员村街与辖内最大

非公企业三七互娱共同开发“垃圾分类智会

人”小游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引导居民自觉

学习垃圾分类；举办“乐学员村颂祖国”员村

地区 2019 年首届朗诵艺术大赛； 开展乐

学员村兰亭荟系列活动，让员村人讲自己

的故事，弘扬本土优秀文化。

关键词：

乐学员村

“乐学员村”品牌亮相，搭建趣味学习微平台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通过 3 个

月的努力，员村街 70 个小区，包括物业小

区 38 个，非物业小区 32 个，都已完成楼

道撤桶工作，全街撤桶率达到 100%。天一

庄、美林海岸、恒安大厦、东

璟

花园均已完

成“定时定点”投放模式，都市兰亭、旭日

雅苑小区、11 号大院、四横路 1 号大院、4

号大院被列为新一批“定时定点”示范小

区。

为了保证楼道撤桶按时完成，提高垃

圾分类的实效，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

小区物业公司，甚至是居民群众，都各出

其谋，创新方法，开展了一系列垃圾分类

推进工作。例如最早作为样板小区的天一

庄小区，实行奖励激励机制，每季度评选小

区前 10户积极支持垃圾分类工作的家庭作

为奖励对象。在另一个示范小区恒安大厦，居

民热心参与，提出了调低垃圾桶高度、增设踏

脚台等好建议，物业公司都一一实现，体现协

同合作的氛围。

各小区还充分发挥社区党员带头作

用，轮流定时定点守桶，指导居民开展垃

圾分类。绢麻社区还首次把“垃圾分类”作

为内容写进居民公约，从行为习惯上培养

居民逐步养成并巩固“家里分好类、定时

拎下楼、定点精准投”的好习惯。

关键词：

焰火晚会

员村街上下通力合作，保障焰火晚会顺利进行

绢麻社区博物馆、 长者饭堂、

日间托老室、健康护理室、书画娱

乐室……2019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在员村街道绢麻社区举行了员村

街长者乐园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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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村街绢麻社区是一个典型

的“老年社区”，整个社区的老年人

口数量接近 1500 多人。 为满足辖

内老年人多样化、多层级需求,进一

步提升老年人晚年生活的质量，员

村街党工委投入近 50 万资金，更

新和改造老旧物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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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街道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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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慰藉、

文化娱乐、学习培训等服务。

通过现场参观，老人们惊喜地

发现， 这里不仅设有长者饭堂、老

年人日间托老养老室、文化活动室

等，还因地制宜，打造了一间独具

地方特色的绢麻社区博物馆，再现

了广州绢麻纺织厂的辉煌历史。

连收多面锦旗

2019 年 9 月 19 日、20 日， 员村

街道办事处先后收到了居民送来的

三面锦旗，感谢街道、社区为他们解

决了多年道路水浸、榕树入屋堵塞厕

所等困扰多年的生活难题，以及表达

了对社区工作者关心扶助残疾人的

感激之情。

来自程界东社区三横路东巷的

居民反映， 东巷从龙田大厦至 15 号

路段因排水管道堵塞， 每逢下大雨必

出现严重水浸现象。 街领导收到情况反

映，立即到实地调研，并制定解决方案，

聘请施工队半个月内完成路改造。

另一边，员村四横路社区 3 号大

院的江阿姨也遇到了烦心事。她家的

厕所两年来经常堵塞，原来是家门前

一棵已种了几十年的大榕树，树根长

到她家的洗手间。 员村街出资聘请施

工队对江阿姨家的厕所下水道进行

改造。施工队仅花一天半的时间就完

成了整改施工，很快恢复了洗手间的

正常排水。

除了街道办事处积极解决居民

群众的生活困扰，各社区居委会在为

群众排忧解难上也不落人后。 9 月 20

日，新村社区居民黄女士将写着“工

作认真、精通政策、帮扶残疾”的锦旗

送到新村社区居委会，感谢社区工作

人员给予她的聋哑人妹妹长期的关

怀和帮助。

2019 年，员村街“长者大配餐”服务新

动作不断，除了提高配餐标准，新增绢麻

社区配餐点，还新增免费下午茶服务。

据悉，从 2019 年 10 月开始，员村街 5

个长者饭堂陆续推出下午茶服务。每周三

下午，山顶社区和四横路社区长者食堂开

展；每周四下午，华颖社区和美林海岸社

区长者食堂申请。 未来，该服务将惠及整

个员村，年满 60 周岁以上、居住在员村街

辖内的居民均可报名。

员村街还链接辖内爱心企业，为下午

茶服务提供后续支持。 三七互娱捐出了 5

万元“三七银龄下午茶”经费，用于资助员

村街长者食堂开展特色养生下午茶活动。

长者大配餐

增设下午茶服务

关键词：

拆违治废

重拳出击治违，铁腕整治废品站

2019 年，天河区分配到员村街

的全年治理违建任务为 228787 平

方米。 员村街按照年度治违工作任

务和目标，稳步推进违法建设治理

工作，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依

规查处无相关合法手续的违法建

（

构

）筑物，全年共拆除 156 宗，面

积 232633.42 平方米， 完成全年总

任务的 101.68%，超额完成任务。

同时， 为了改善居民生活环

境，从根本上解决废品收购站点违

章搭建、乱堆乱放、污染物乱排放、

废品乱倒、 二次污染等脏乱差现

象，2019 年 5 月， 员村街在全街范

围内开展废品收购站集中整治工

作。

截止到五月底， 共整治 25 处

违规废品站点，拆除违章建筑面积

约 3000 平方米。 进一步推动街道

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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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1 日晚上， 广州

在珠江广州市区河段举行“讴歌新

时代，共圆中国梦”庆祝新中国 70

华诞焰火晚会。13 万 8 千发焰火伴

随着音乐绽放，形成宽 1200 米、高

300 米的壮丽焰火画面。 花城广州

灯火璀璨， 珠江两岸流光溢彩，处

处欢歌笑语，人人喜气洋洋！

本次庆祝新中国 70 华诞焰火

晚会的主观礼台设在员村辖内临

江大道的员村亲水码头。 自接到工

作任务后，员村街高度重视，做了

大量准备工作，包括成立工作领导

小组，组织专班力量对临江大道道

路状况、沿路建筑及各出入口情况

进行摸查，按照晚会前、晚会期间、

晚会后三个阶段布置工作任务。 活

动期间， 全街按 11 个工作小组的

任务分工，加强巡查整治，做好人

屋登记纳管，整改消防隐患，升级

改造基础设施， 多方合力尽责守

点。

在焰火晚会当晚，员村街出动

街道机关干部及下属单位工作人

员、志愿者队伍、民兵队伍、村社干

部及治保队员、 群防群治队伍、环

卫站工人等共计 1611 人， 由街领

导带队，开展巡查整治及安全保障

各项工作，确保了焰火晚会平安顺

利举行。

关键词：

绢麻社区

打造记忆博物馆，绢麻社区实现华丽转身

关键词：

惠民实事

为高龄老人加装楼梯扶手

针对小区内高龄老人多， 楼梯楼居

多，上下楼梯不方便的情况，员村街华颖

社区居委会从 2019 年初开始申请“惠民

微实事工程”经费，8 月开始施工，目前

已顺利加装了 20 个楼梯的不锈钢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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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学员村”微信平台启用。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恒安大厦根据民意改造垃圾分类误时投放站。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绢麻社区长者乐园开幕。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员村街清拆水果市场历史违建。 通讯员供图

员村三横路东巷完成升级改造，居民向街道送锦旗。

通讯员供图

长者饭堂开设下午茶服务。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2019

年

10

月

1

日广州国庆焰晚会。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