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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无小事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今晚正式

亮灯！ ”8 月 16 日，员村居民张先生向记者

反映， 员村山顶街安装了两个多月的路灯

柱终于亮灯了。近一年来，员村街通过多方

合力，开展了整治违法停车场、提升环境卫

生质量、安装路灯、更换绿植等工作，让该

路段面貌焕然一新。

路灯建好不亮 员村街跟进解决

据了解，早在今年 7 月中旬，山顶街路

灯柱就建好了。“但这些灯柱一直未通电亮

灯，整条路还是乌灯黑火，担心影响附近居

民夜间出行安全。 ”市民张先生反映道。

记者走访了解到， 员村山顶街新建了

9 支路灯柱， 这些路灯柱上均贴有橙色标

签，标注了路灯维护单位和联系方式。居民

曾致电了解， 山顶街路灯并非路灯所负责

维护， 建设单位需提请天河区住建局从黄

埔大道搭电过来， 但该问题一直没能得到

解决。“距离黄埔大道最近的 001 号路灯仅

几米，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解决。”张先生说。

其实早在去年 11 月，记者就接到居民

反映，山顶街清理了违规停车后，还安装了

监控摄像头，却偏偏没有安装路灯。 对此，

山顶社区居委会负责人非常重视， 在员村

街党工委扩大会议上提议在山顶街安装路

灯， 并把其纳入 2020 年社区微改造项目。

然而由于疫情等原因， 直到今年 6 月 1 日

才装上路灯柱，但又拖了两个多月没通电，

实在让各方着急。

对此，来自园林中心、负责维护该路段

路灯设施的工作人员表示， 山顶街路灯是

园林中心负责维护，路灯建好后，需要开挖

黄埔大道接电，因为种种原因没法成行。最

终员村街道和路灯建设单位协商后， 决定

改接另一处市政部门的供电设施。如今，山

顶街的路灯已正常通电， 头五年由园林中

心维护，到期后移交路灯所管理。

多部门通力合作 山顶街一年变化大

记者在山顶街走访时发现，近一年来，

在居民反映、媒体监督、政府行动等多方合

力之下，这里悄然发生了许多变化。

去年 4 月， 针对街坊反映员村山顶街

出现非法停车场，员村街党工委牵头，组织

多部门开展整治行动，采取拖车、拆石墩、

清除占地杂物等方式保持山顶街市政道路

畅通，“还路于民”。

针对违法停车现象屡禁不止， 员村街

再次联合交警部门，在山顶街等多处“违停

黑点”安装监控摄像头。“电子警察”上岗首

月，在山顶街路段已拍摄超 1800 宗违法停

车行为。同时，员村街五类车综合执法队通

过日常巡逻，在违停车辆张贴通知，多管齐

下提醒车主该路段禁止停车。

去年 11 月，山顶街周边的建材中心遭

遇租约到期，辞退清洁工，导致一段时间内

路段东侧出现垃圾围城的情况。 为员村街

山顶社区联合街环卫站对道路卫生进行

“兜底”，由街环卫工保持路面清洁。 直到新

业主进场，山顶社区督促好新业主做好“门

前七包”工作。

近日， 记者回访了最初反映问题的居

民张小姐。 张小姐表示：“如今的山顶街大

有改观，基本没有垃圾，改种的勒杜鹃也很

好，现在可以打 90 分了！ ”

灯亮了、道路通了、违停不见了、环境清洁了……

员村山顶街整治一年多换上新面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今年 7

月，天河区雨污分流工程在穗源阁小区内

开展，然而却遭到该小区业主和车场管理

人员以“拦路”“要价”等方式耽误工程进

度。 施工队无奈留下 120 米道路的“烂摊

子”，等待协商一致后再复工。经过多方协

商，目前施工方已复工，并已恢复路面硬

底化，顺利完工。

雨污分流工程本是民生好事，为何会

遭到小区业主阻拦呢？ 记者采访时了解

到，拦路的是小区业主，年近九旬的朱伯。

朱伯认为，施工开挖坑道过长，应该每 20

米一挖一补， 现在一次性挖了 120 多米。

“施工过程破坏了小区设施， 而且施工设

施也阻碍居民出入，道路开挖后已造成 2

名老人和 1 名小孩摔倒。 ”朱伯不满地表

示。无奈之下，施工队暂时停工，等到协商

一致后再进行后续施工。

为了引导多方达成一致意见，让雨污

分流工程尽快顺利完工，8 月 26 日上午，

员村街侨颖社区居委会组织天河区水务

局建设中心、雨污分流施工方、穗源阁小

区业主代表、小区保安等人再次召开协调

会。 天河区水务局建设中心负责人解释，

雨污分流小区铺管建设是市政工程之一，

铺设管网后将把雨水和污水分流处理，使

居民用水达到环保要求。

协调会上，经业主代表与施工方协商

后，施工方承诺争取在 2 周内完工，同时

会文明施工，及时清运垃圾，完成一段路

面后及时硬底化， 再进行下一段路面施

工， 并留出位置方便行人和车辆通行，搭

建 1.8 米高的围栏，保障居民和师生通行

安全。 8 月 28 日下午， 记者在现场了解

到，施工队已进场恢复施工，对已完工路

段进行硬底化处理。

员村山顶街设置了交通指示牌， 画好

了标线，比一年前发生了大变化。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雨污分流工程遭阻拦？ 先协商再动工

员村街组织各方坐低慢慢倾，施工方承诺文明施工，穗源阁小区雨污分流工程终完工

穗源阁小区业主与施工队现场协商。

通讯员供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通讯员

李幼珍）

8 月中旬， 员村新街社区白水塘

粤华苑小区的燃气管道工程终于开工

了！ 很快，居民将告别使用液化石油气罐

的生活，可以用上天然气了。

据了解， 白水塘粤华苑小区由于历

史原因，一直未能接入管道燃气，对小区

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 为帮

助居民解决生活难题， 员村街道办非常

重视，组织街城管科、新街社区、燃气公

司、 白水塘粤华苑小区管理方开展实地

调研，谋划施工方案。

新街社区充分发挥社区议事厅的作

用，多次组织业主、燃气公司、物业管理

处代表召开协调会和现场会， 着力解决

该小区多年来不通燃气的问题。

目前， 燃气管主管道已经铺设完成，

各住宅单位立管也基本装好，还有一些特

殊户型需要调整管道走向，预计本月内可

以完工。

员村街联动多方

白水塘小区用上天然气

粤华苑住宅楼的立管已安装好。

通讯员供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

曼 通讯员 张春晓）

8 月 30 日

是星期日，正值午休，四横路

社区居委会值班人员郑宏萍

突然接到电话，说有位四横路

社区的老人在黄埔大道被车

辆剐蹭，人已回家，希望社区

人员与社工一起上门探望。

郑宏萍是社区民政专干，

当她知道被撞老人肖伯是一

位独居老人后，一行人随即赶

到肖伯家中。面对上门探访的

社区干部，老人说被撞后虽然

感觉没事， 现在却周身疼痛，

还有一点晕眩。郑宏萍和社工

马上将肖伯送往医院急诊，初

步检查断定左肩胛骨骨折、左

眼内充血，额头缝合，其他胳

膊、腿部也有擦伤。

看诊时，医生要求老人住

院，可老人脾气很倔，怎么都

不肯答应。 郑宏萍耐心地守

在肖伯身边，不断地帮他做

思想工作， 安抚老人的心

情。 在郑宏萍的耐心劝导

下， 老人终于答应住院，并

指定让郑宏萍帮他办理住

院手续。 当郑宏萍为肖伯办

好住院手续时， 已经是晚上

10 点多了。 临走前，她还自掏

腰包买了面包、水等食物给老

人，安排好老人的一切，一行

人才放心地离开，回到家已经

是深夜 11 点多了。

经历了一番折腾，得到的

是一份安心。郑宏萍说：“我不

辛苦，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独居老人遇车祸

社区人员帮送院

在员村街各部门的通力

合作下，山顶街的路灯终于亮

了。 通讯员供图

员村街与各单位实地走访白水塘粤

华苑小区，解决建设燃气管道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