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爱老人，猎德

街开展“老年健康管

理宣传周”活动。

通讯员供图

猎德街人口普查员做好入户登记

试点工作。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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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德街执法队快速拆除一处违建

该违建位于珠江新城金碧华府小区西侧L5-1地块上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通讯

员 张够诰 梁震宇

）近日，有不少街坊

发现珠江新城金碧华府小区西侧 L5-

1 地块上连体铁架、 砖墙建筑物悄然

消失，地块内垃圾、建筑废弃物也全部

被清理干净，周边环境变得十分干净、

整洁。 据悉，珠江新城 L5-1 地块是广

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储备用地， 地块上

建有 1 处连体铁架混凝土混合结构违

法建设，面积达 1375.3 平方米，不仅

影响周边市容市貌， 而且还存在安全

隐患。 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为收回用

地，在猎德街执法队协助下，成功拆除

违法建设。

“L5-1 地块内违法建设结构复

杂、面积庞大，我们没有拆违经验和技

术，不敢擅自施工，所以真的很需要

执法队的协助。 ”土发中心收地工

作人员来执法队沟通拆违事宜时

如是说。 考虑到 L5-1 地块与居民

小区住宅仅一墙之隔，为避免拆违

噪音与扬尘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

活，猎德街执法队多次协调拆违施

工队现场调研，根据考察结果制定

详细、 科学的拆违计划与执行方案，

决定本次拆违放弃人工砸、 撬等传统

施工方式，而是采用钩机、剪钳等机械

设备进行整体拆除， 不仅降低施工噪

音， 而且还提高了施工速度与效率。

同时，在拆除过程中持续使用喷淋

装置洒水降尘，避免扬尘影响周边

街坊正常生活。拆除结束后，执法队

按照垃圾分类要求， 指导施工队将现

场产生的废弃物按照生活垃圾与建筑

垃圾分门别类清运， 彻底将地块清理

干净。

猎德街作为广州市城市会客厅、

发展新中轴，对于打造环境宜居、人文

丰厚的街区有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此次拆违， 执法队秉承以人为本的精

神开展治违工作，快、准、稳拆除违法

建设，有效巩固了辖内“天更蓝、水更

清”的工作成效。

尽心化纠纷 企业送锦旗

猎德街道办事处帮助保利长大海外工程有限公司调解一起员工纠纷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通讯

员 吴空

）“衷心感谢街道为我们企业

化解了一个大难题， 辛苦你们了！ ”8

月 6 日， 保利长大海外工程有限公司

党总支张书记一行 5 人， 专程来到猎

德街道办事处，给街道送来了“秉公执

法 人民公仆”“维稳有方 调解有力 ”

两面锦旗， 感谢街道帮助企业化解纠

纷付出的辛苦劳动， 高度赞扬街道急

企业之所急、 解企业之所困的工作作

风。

前不久， 在保利长大一个海外项

目工作的员工因病去世。 由于种种原

因， 死者家属与劳务派遣公司未能就

赔偿问题达成一致， 死者的部分亲属

就集体从外省来到项目承包方保利长

大讨要说法。街道在掌握此情况后，积

极主动介入， 督促保利长大公司制定

应急处置预案， 妥善安抚死者来穗家

属，同时搭建对话平台，让双方坐下来

面对面进行沟通。 在双方就赔偿和善

后问题分歧很大的情况下， 街道综治

科、 司法所安排人员反复与家属代表

和保利长大进行协商沟通， 寻求双方

都能接受的方案。 经过几天的不懈努

力， 双方终于就补偿问题达成一致并

签订协议， 一起涉稳矛盾纠纷得到成

功化解。

猎德开展“老年健康管理宣传周”活动，义诊免费体检……

关爱老年群体“一个都不能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通讯

员 蔡颖丽 孙振林

）8 月 26 日，猎德街

卫计、综治、禁毒办、司法、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等部门，在誉城苑社区开展“老

年健康管理宣传周”活动，现场为老年

人派发健康管理宣传材料 200 余份、

小礼品 80 余份。驻街律师耐心解答老

人提出的老人权益政策方面的咨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义诊咨询活

动，向老年人普及常态化疫情防控、营

养膳食、心理健康、疾病预防等知识，

现场为辖区老年人免费提供量血压、

健康咨询、65 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

预约等健康服务。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要提

供多元服务， 帮助老年人解决衣食住

行的问题，应有的福利关爱‘一个都不

能少’，” 活动负责人郑少琼介绍道，

“猎德李氏祠堂‘永锡堂’，得名于《诗

经·大雅·既醉》篇‘孝子不匮，永锡尔

类’。 猎德南宋开村，绵延 900 年，靠的

就是孝亲敬老精神。 ”

据悉， 猎德街 6 月份以来即开展

老年人免费体检活动， 由猎德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无偿提供， 只要是本街

道户籍或居住在本街道超过 6 个月的

居民都可以参加， 免费体检可以线上

线下预约， 每周星期三上午可以参加

体检，一直持续到今年 12 月份。

猎德街高度重视老年人权益保障

工作， 积极落实广州市居家养老新思

路，为老人提供多元综合服务，满足不

同年龄阶段长者的需求。 街道持续开

展长者饭堂养老大配餐、 建立老年人

应急呼叫服务系统、 发放长者长寿保

健金等活动，确保实现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老有所为，

共享社会发展红利。

“红马甲”

吹响集结号

猎德街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工作开始预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通讯

员 孙振林 莫斌）

“集结号吹响， 红马

甲出动，我们必将全力以赴！ ”8 月 28

日，猎德街人口普查“两员”培训会上，

人普办负责人吴空给人口普查员及人

口普查指导员加油鼓劲， 随后开始上

门试点工作。 身穿“红白马甲”的普查

员不辞暑热， 拉开了猎德街全国第七

次人口普查工作的序幕。

“猎德街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较

多，情况比较复杂，工作有一定难度。

这里有广州市的城市名片珠江新城，

又有广州市旧村改造的标杆猎德村，

还有外籍人士聚集的广粤社区， 这都

挑战着我们人口普查员的耐心和细

心。 ”人口普查指导员吴直昊介绍道。

据了解， 猎德街充分评估可能遇

到的挑战，紧锣密鼓开始准备。数月前

就协调各科室单位， 从中挑选责任心

强、沟通能力好、有基层群众经验的工

作人员，做好“两员”的选聘工作。“普

查指导员和普查员承担着地图绘制、

普查摸底和登记入户等重要普查工

作，他们的素质决定了普查的质量。 ”

“我们 6 月初开始对辖内人员信息进

行汇总、整理及核实，目前核实到户籍

人口加常住人口 6 万余人。 7 月份完

成建筑物标绘和实地抽查工作， 为划

分普查小区、 合理安排普查人员打下

坚实基础。 ”

据悉， 为了细化人口普查工作职

责，确保不漏一户、精准统计，猎德街

划分出 200 多个普查小区， 推进普查

区划绘图和户口整顿工作。“10 月 12

日正式入户摸底登记，11 月 1 日开始

正式普查。人口普查将严格遵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全国人口普查条

例》的有关规定，全流程加强对公民个

人信息的保护。 请居民朋友认准我们

的人普标识，配合人口普查工作哦！ ”

猎德街相关负责人说道。

群众给猎德街送来锦旗。 通讯员供图

猎 德 街

进 行 拆 违 工

作调研。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