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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村政务

员村街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多措并举 社区垃圾分类投放显成效

信息时报讯（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王卉）

夜幕降临，在员村街美林海岸小

区、天一庄小区、恒安大厦等处的垃圾

分类定时定点投放点附近， 一群身穿

醒目马甲、 手持宣传单张的垃圾分类

督导员， 守在垃圾桶前帮助和指导居

民正确分类投放垃圾。

据悉， 为深入推进居民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工作， 员村街充分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 有序开展疫情期间各项垃

圾分类工作。多措并举之下，员村街居

民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效果得

到显著提升。

督导员“站桶”指导

督促居民养成好习惯

据介绍， 员村街垃圾分类督导队

伍由城管科牵头组建， 成员有社区党

员、居委会工作人员、垃圾分类督导员

等。 每天傍晚，他们会按社区划分，守

在各小区定时投放点前， 指导居民正

确投放垃圾。

“街道今年加强无物业小区及城

中村的垃圾分类督导工作， 发动在职

党员、志愿者的力量，协助居民们逐步

养成垃圾分类、精准投放的好习惯。 ”

该负责人称， 社区居委发动更多人加

入到志愿队伍， 城管科以网格划分安

排值班， 保证 7 月每天每个网格都有

督导员守桶。

员村街内有程界东村、程界西村、

员村村等多个大型城中村。自 6 月起，

员村街在城中村内大规模投入建设垃

圾分类投放亭等硬件设备， 推行城中

村垃圾分类。 截至 7 月中，已在各城中

村建成投入使用 24 个垃圾分类投放

亭，推动居民养成良好垃圾分类习惯。

推行激励措施

提升居民垃圾分类意识

目前， 员村辖内城中村垃圾分类

工作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 为提高居

民的配合度， 员村街制定相应的激励

措施， 在各大居民微信群发动评选

“星级户” 活动。 对连续多日正确垃

圾分类、 定时定点投放的居民， 由居

委记录积分， 达到一定积分就能获得

由街道赠送的垃圾桶、 可降解垃圾袋

等奖励。 通过这种激励方式， 居民的

垃圾分类意识得到大幅提升， 为城中

村全面铺开垃圾分类打下了坚实基

础。

目前， 员村街垃圾分类工作已跃

升到全区前列。 员村街城管科表示，接

下来还将把垃圾分类工作做得更细

致、更接地气，让每个居民都能积极地

参与进来，实现垃圾减量，环境美化。

▲

绢麻社区召集居民

代表 、志愿者商讨小区垃

圾分类工作的优化设置方

案。

荩

员村辖内城中村垃

圾分类工作正在按计划有

序推进。

员村街开展老旧小区消防隐患专项整治行动

多部门联动 拆除天台乱搭乱建

信息时报讯（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王卉 杜思茵）

拆除老旧小区楼顶违章

建筑、整治老社区“三线”问题、开展消

防安全演练……为营造良好的城市消

防安全环境， 员村街安监中队自 6 月

以来开展了一系列以“消除事故隐患，

筑牢安全防线” 为主题的老旧小区消

防隐患专项整治行动。

员村街是天河区老旧小区及城中

村较集中的街道， 消防安全工作压力

较大。 辖内程界西社区的东和花苑，

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 是典型的消防

薄弱老旧小区。 近日， 在“安全生产

月” 系列消防隐患排查活动中， 员村

街发现东和花苑仍存在不少消防隐

患。 其中， 多栋楼房楼顶存在私自封

锁天台出入口、 在楼顶搭建棚屋等违

章建筑、 小区公共区域三线混乱等情

况较为严重。

为加强对各类火灾隐患的集中综

合整治，6 月底， 员村街主要领导带

队，安监中队牵头，联同街派出所、城

管执法队、城管科、五类车打击队、工

程队、程界西居委会等多部门，对东和

花苑二期的楼顶违建房屋进行集中拆

除。 此次行动从 6 月 29 日开始，将持

续到 7 月底。 截至 7 月 6 日，共出动执

法人员 150 余人次， 拆除楼顶天台的

各类棚屋、乱搭乱建等 30 多处，责令

限期改正 15 处，最大程度改善了小区

的堵塞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的现象。

针对小区存在“三线”乱拉乱搭的

情况，自 6 月底开始，员村街联合三家

通讯公司及东和花苑物业管理处，对

三线混乱问题进行集中整治。 目前根

据整治方案， 预计 7 月底完成东和花

苑的整体三线整治工作， 恢复美观安

全的小区环境。

下一步， 员村街将继续对辖内其

它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老旧小区开展

专项整治工作， 并加强日常消防安全

检查管理， 确保隐患得到及时有效整

治， 保证员村辖内消防安全形势持续

平稳。记者了解到，除老旧小区消防隐

患专项整治行动之外， 员村街安监中

队日前还在辖内开展了多场安全生

产、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增

强辖内居民群众、 企业员工的安全防

范意识和突发事故应对能力， 为消防

工作营造良好安全环境。

▲

街道联合行动组对辖内老旧

小区楼顶违章建筑依法进行拆除。

荨

街道联合行动组对辖内老旧

小区进行三线整治，消除安全隐患。

员村街启动“微爱助力”公益慈

善为民活动

辖内爱心企业

为困境家庭圆梦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王卉）

为更好地服务辖内困难群众，员

村街党工委、广州市天河区启智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共同携手， 积极调动资源，

与各大爱心企业探索合作模式，开展多

项慈善专项计划。 6 月 21 日下午，由员

村街党工委、广州市天河区启智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员村街社工服务站等联合

举办的员村街“微爱助力”公益慈善为

民活动，在天河都市广场举办。

现场， 爱心企业纷纷伸出援手，捐

赠大量慈善物资和资金。 其中，爱心企

业星展银行

（中国 ）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捐赠了 500 万元，并发起“展爱同行”专

项计划。 据了解，该计划目前已向天河

区员村街、棠下街、天河南街等 5 条街

道相关困难群体发放了价值 28 万元的

最美食物包和复工包。 当天，星展银行

负责人向天河区 5 个街道的居民群众

进行捐赠。 现场，员村街获得 83800 元

的慈善物资捐赠。

员村街社工站“微爱助力”困境家

庭帮扶计划，是当天向居民群众们重点

介绍的一项慈善计划。该帮扶计划通过

员村街社工站，面向需要帮助的居民征

集心愿，以社区居民、企业认领的方式，

实现居民的微心愿。 员村街社工站介

绍，截至 6 月，员村社工站已累计为辖

内 63 个家庭实现了微心愿， 总价值达

到 14071.8 元， 其中有 3 个困难家庭更

得到爱心企业佑森教育的长期帮扶。未

来，佑森教育将继续担任员村的“圆梦

大使”， 承诺再为 100 个员村困难家庭

实现微心愿。 现场，爱心企业广州市大

地之果公益服务中心也宣布加入圆梦

大使队伍，认领 30 个微心愿。

据悉，“微心愿”除了能满足困难群

众的物资需求，还能满足有需要人士的

职场体验和求职需求。由员村街社工站

与企事业单位共同打造的“微爱助力”

梦工厂职业体验计划，将对社区内的儿

童青少年给予职业体验的机会，让职业

梦想植根儿童青少年心中。广州地铁天

河公园中心站率先宣布加入梦工厂职

业体验计划，为有求职意向的青年提供

实习机会，如果表现优异，还能优先录

用真正加入广州地铁。

未来，员村街党工委和员村街社工

站还将继续探索更丰富多彩的慈善项

目、招募更多志愿者，不断提升居民的

幸福感满足感。

员村街日前在天河都市广场举行

“微爱助力”公益慈善为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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