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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陂街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城中村垃圾分类工作

党员加班加点 站在垃圾分类最前线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如今，走

进天河区车陂村可以看到，车陂涌流水

潺潺，鱼游浅底；村社巷道铺上沥青，干

净整洁；人们安居乐业，获得感、安全

感、幸福感逐步提升。 这早已打破人们

对城中村的固有印象。 今年起，车陂街

还率先在全市开展城中村垃圾分类优

化提升工作，坚持党建引领、精准施策，

搭建“管理、分类、收运、责任、宣传”等

“五网”融合共治，持续提升车陂村的市

容环境。

多元共治 探索可复制模式

今年 2 月，车陂街被确立为全市率

先开展城中村垃圾分类优化提升工作

的试点， 开始探索一条适合城中村实

际、可复制、可推广的垃圾分类管理新

模式。

车陂街以党建促共建为基础，多元

共治铺开“管理网”。 首先成立以街党工

委书记为组长、班子成员子成员为副组

长的车陂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

组，研究制定《车陂街城中村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方案》， 统筹 10 个职能科室

（

所 、队

）、村内 6 个社区居委和车陂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人员力量， 构建党工

委、办事处统筹、居委主导、村社支持、

部门协同的城中村垃圾分类工作新机

制。

为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发挥多元共治的优势，车陂街动

员辖内“两新”党组织、社区党组织、村

经济社党组织开展定时投放亭合作共

建行动，辖内锦达信物业、宜帮家政、车

陂街社工站等“两新”组织党支部共同

参与定时投放亭建设、垃圾分类宣传活

动，凝聚起党建引领助推垃圾分类强大

合力。

目前，车陂村西片区已有垃圾分类

投放亭（

点

）23 个，东片区 12 个，城中村

垃圾分类工作已全面开展。 广州锦达信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丽娥介绍，

公司有 200 多个员工，其中 180 人是车

陂本地人，几乎每个人家里都有出租房

屋。 根据本地人集中的优势，锦达信公

司通过动员党员带头， 员工参加的方

式， 把垃圾分类义务写进租赁合同，令

“街居———村社———房东———租户”四

级联动机制得以有效推进。

车陂街自 3 月 27 日启动车陂村定

时定点分类投放试运行以来， 村内住

户、 沿街商铺垃圾分类知晓率均达到

100%，村内餐饮店签订垃圾分类收运协

议率达 100%、 餐厨垃圾收运量增长

6.07 倍。

党员守桶站点宣传效果好

在垃圾分类推行过程中，居民分类

意识和习惯养成至关重要。 目前，车陂

街有 6 个社区参加城中村垃圾分类深

化工作，制定党组织书记为“第一责任

人”领导机制，组织 490 多名党员干

部带头践行垃圾分类， 把党员服务

队、志愿服务队建到垃圾分类定时投

放点，建到守桶引导工作组，建到垃

圾分类宣传动员工作最前线。

车陂村垃圾分类亭共有四个定

时投放时间， 分布在每天早中午晚。

晚上 7 点后，村内的垃圾分类投放亭

陆续热闹起来。 这时候，本已下了班

的党员干部再次“上岗”， 进行守桶

站点。 一时之间，穿着“绿马甲”“橙

马甲”的垃圾分类指导员，成为车陂

街一道新的风景线。

龙口社区在职党员郝达明是其

中一位垃圾分类指导员， 守桶站岗

时， 他总是工作至晚上 11 点。 他表

示，一开始居民总是混装垃圾，但是经

过指导员指导开袋投放后， 现在都会

把垃圾正确投放到相应的垃圾桶 。

“身为车陂人， 我看着车陂村社环境

越来越美 ， 我们也有义务尽一份贡

献 。 ”郝达明说，作为党员应起模范

带头作用，建设好自己的美丽家园。

天河区人大代表余茂曾到车陂

村开展垃圾分类督查工作。 她亲眼

所见垃圾分类给车陂村带来的变

化。“不少居民已经有意识进行垃

圾分类，带来环境整洁的成果也是由

居民共享。 ”

车陂街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宣传工作

挂海报设展板 人口普查不漏一人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为确保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顺利进行，9

月 29 日起， 车陂街人普办在全街各社

区组织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宣传

工作。

车陂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高度重

视， 成立了街居两级人口普查领导小

组，上下合力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悬挂

横幅、设置展板、发放资料等形式进行

宣传。 截至 10 月 16 日，车陂街已举办

了 16 场宣传活动， 设置 17 个展板，悬

挂 4 条宣传横额， 张贴 1196 份宣传海

报，向居民发放 23000 份一封信。

11 月 1 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将

正式启动。 为了精准掌握人口状况和分

布情况，10 月 11 日开始，车陂街进入人

口普查前期入户摸底工作。 车陂街人口

结构主要以流动人口为主， 情况复杂。

全街 15 个居委会共涉及近 11 万住房。

600 多名普查工作人员对照普查小区地

图，逐街逐巷，逐门逐户进行清查登记，

甄别普查对象，摸清每栋房屋每个房间

的人口居住情况，为正式普查打下坚实

的基础。

截至 10 月 20 日，车陂街已经完成

近 5 万房间套数的居住情况。 在遇到各

种困难和问题时，各工作小组都能及时

召开小结会议，总结不足，分享经验。 车

陂街表示，坚决做到不漏户，不漏人，不

漏房，根据时间节点如期开展人口普查

工作。

车陂街召开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会议

提出三点要求“双节”安全不放松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

曼）

9 月 28 日下午， 车陂街

在街道办事处三楼会议室召

开“双节”节前安全生产和消

防安全工作会议。 车陂街党

工委书记曾东标等班子领

导、各科室线口、各社区居委

会主任、 车陂公司负责人等

30 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车

陂街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

主任谭峰主持。

该会议传达了近期上级

有关会议精神， 并提出三点

要求： 一是坚决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思想上不麻痹、不厌

战、 不松懈， 确保防疫措施落实到

位，保障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二是

突出重点， 统筹兼顾重点领域的安

全生产工作，坚决做好安全生产、道

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燃气安全、

建筑工地等重点领域的安全生产工

作； 三是要求各社区居委会和村公

司做好节前安全大检查以及国庆期

间应急值守工作， 做好各项应急救

援准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及时有

效处置，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

车陂街各社区开展人口普查工作

前期培训。 通讯员供图

车陂街召开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会

议。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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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指

导员指导居民正确

投放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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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陂街垃圾分类指

导员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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