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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无小事

员村街开展城中村出租屋综合整治行动

房东参与整改 为出租屋安全“护航”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

讯员 袁文韬 ）

消防设施损坏停用、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 用火用

电不规范……近日， 员村街来穗中

心深入推进城中村出租屋综合整治

工作， 以消防安全工作为重点， 强

化治安、 燃气、 结构、 环境等隐患

问题排查整治， 为出租屋安全保驾

护航。

房东志愿者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为推动来穗人员和出租屋管理

攻坚行动持续升温发酵， 进一步做

好出租屋“人屋”信息登记和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工作，6 月 11 日晚，员村

街来穗中心联合安监中队、派出所、

居委会在新街社区松岗园开展专项

清查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共出动工作力量 88

人，“天河房东?员村”志愿者队伍中

的部分房东参与此次行动。 行动当

天， 工作人员除逐巷逐户上门登记

来穗人员资料和检查出租屋安全隐

患外， 还向屋主和来穗人员宣传疫

情防控、消防安全、防诈骗知识，要

求来穗人员、 出租屋主做好出租屋

卫生清洁和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主

动申报来穗人员资料登记， 自觉遵

守常态化疫情防控相关措施， 为共

同参与社区治理， 营造群防共治气

氛。

据悉， 此次行动共清查出租屋

26 栋、361 套出租屋、164 套无人在

家，核查来穗人员 419 人，核对原有

来穗人员 304 人，新增 107 人，更新

8 人，注销 57 人。发出整改通知书共

5 份，派发宣传资料 568 份。

存安全隐患出租屋需限期整改

7 月 3 日下午，员村街来穗中心

召开组长例会。 员村街道办事处二

级调研员甘瑞毛、 来穗中心主任李

剑光、 员村派出所副所长杨振展及

来穗中心全体组长参与会议。

会上，李剑光传达了《关于深入

推进城中村出租屋综合整治工作的

通知》等文件精神。 要求管理员日常

巡查时， 要对出租屋安全隐患更细

致排查；对未开逃生口、不安全使用

燃气等隐患， 要求开整改书限期业

主整改， 并告知相关职能部门落实

整改。

杨振展强调， 做好出租屋消防

安全管理工作的同时， 也要做好下

一阶段的新智能门禁建设工作和人

口普查统计工作。 甘瑞毛作总结强

调称，各组长要做带头作用，将会议

精神传达到每一位组员， 对照每一

项要求做好工作。 同时规范出租屋

税收代征工作， 依法依规为企业和

业主提供好服务。 并加强出租屋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切切实实做

好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工

作，营造“干净、整洁、平安、有序”的

出租屋环境。

员村街开

展来穗人员和

出租屋管理攻

坚专项清查行

动。

信息时报讯（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朱泓

霖）

为给企业和用工者搭建沟通桥梁，满足疫

情期间辖区内各企业和广大求职者的招聘、

求职、就业需求，近日，员村街道总工会、员村

街道工会职工服务站面向辖内群众， 举办了

一场线上招聘会。

据了解，由于受疫情影响，不少求职者在

疫情前后出现工作变动。 由于线下招聘会仍

未能正常开展，结合辖内企业用工需求，员村

街道总工会将原定举办的线下招聘会改为线

上招聘会，充分利用微信、QQ、电话等多种形

式、多渠道进行宣传，为辖区内多家企业提供

发布招聘信息、举办免费网络招聘会。

据了解，此次线上招聘会共有 20 多家企

业参与， 发布 200 多个岗位需求， 涉及餐饮

业、服务行业、市政工程、交通物流、网络科技

等行业，提供月入高达 3 万元的工作。 员村街

道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是在疫情防控

形势下， 员村街利用网络线上进行“智慧用

工”的新突破。 此次线上招聘会旨在进一步推

进求职者与企业间的互动， 让招聘方式更便

捷，应聘者有更多选择，既保障员村街辖内企

业疫情过后用人的需求， 又满足求职者在家

寻找合适岗位的愿望。

员村街开展网络招聘会

满足群众就业复工需求

员村街织牢“禁毒网”

坚决向毒品说“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李冬

华）

6 月 26 日是国际禁毒日。为增强全民禁毒

意识，营造禁毒舆论氛围，员村街综治办在辖

区新街社区开展 6·26 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进一步强化广大群众的禁毒意识， 掀起禁毒

宣传新高潮。 此外，综治办还组织各社区居委

深入家庭、商铺、学校发放禁毒知识手册，号

召热心群众积极参与禁毒宣传， 织牢防毒禁

毒之网，为辖区平安稳定贡献一分力量。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咨询台、悬

挂横幅、展示毒品仿真模型等形式，向群众讲

解毒品的种类、特征及识毒防毒技巧，宣传禁

毒法律法规，弘扬禁毒正能量。 专区民警还结

合实际案例， 向居民讲解了毒品对个人、家

庭、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性，引导居民群众自

觉抵制毒品，养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此外， 工作人员还倡导居民群众积极参

与禁毒宣传， 踊跃检举揭发各类与毒品有关

的违法犯罪活动，共同扫除毒害，营造和谐健

康的生活环境。 参与活动的居民群众纷纷表

示，要坚持从自身做起，拒绝毒品侵害，把禁

毒知识分享给家人，一个人带动一家人，营造

人人参与禁毒的良好氛围。

员村街开展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会“消失”的停车桩 还居民安全回家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

员村街山顶社区家乐福广场门口长

期禁止汽车违规停放， 并设置了停

车桩。 近日，有街坊发现，家乐福广

场前的停车桩偶尔会“消失”。 原来，

家乐福广场更换了新型升降停车

桩，唯有当部分应急车辆有需求时，

车桩才会降下来供车辆通行。

近日， 员村街通过现场走访、

调研， 发现山顶社区天一庄小区家

乐福广场前原有停车桩存在安全隐

患。 同时， 随着华融小学返校复

课， 需要为师生提供一条安全“返

学路”。 山顶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

委会主任刘丽华介绍， 今年 3 月，

社区检查发现， 家乐福广场门前停

车桩已经破损， 行人出入易被刮

伤， 车辆进出易被剐蹭， 存在较大

安全隐患， 同时影响美观。 因此，

社区党总支把情况上报到员村街党

工委， 希望申请资金进行改造。

4 月， 员村街党工委书记杨建

新等领导到现场走访调研， 发现情

况属实。 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员村街党工委把家乐福广场停车桩

改造项目纳入社区微改造项目。 5

月， 停车桩改造完成， 解决了一件

民生实事。 据介绍， 新建停车桩共

有 13 个， 其中 4 个有自动升降功

能。 升降停车杆由华融小学与天一

庄小区物管处共同管理， 只有当送

餐车、 快递车、 教师用车以及消

防、 救护等应急车辆有需要进入小

区或学校时， 才由管理人员调整停

车杆高度。

社区环境人人共建 ， 人人共

享。 员村街同时鼓励企业参与社区

事务， 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格局。 家乐福广场运营方还对广场

路面进行了升级改造， 消除破损路

面造成的安全隐患， 为师生、 居民

建设一条安全的“返学路” “归家

路”。

山顶社区家乐福门前的新型升降停车桩， 唯有当部分应急车辆有需

求时，才会降下来供车辆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