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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周钧浩 ）

11月5日下午，“美丽家园

拥抱文明”———石牌街创建市容环境

卫生制度示范街宣传活动暨青少年

手工绘画比赛活动颁奖仪式在石牌

街文化站举行。 街道代表、学校代表

以及家长代表欢聚一堂，共同为创建

市容环境卫生制度示范街加油鼓劲。

为进一步深入开展环境卫生责

任区制度示范街创建活动，持续优化

城市容貌， 携同青少年共同参与，同

时激发辖区少年儿童的绘画创作热

情和灵感，促进少年儿童艺术素养的

综合提高， 展示少年儿童绘画才艺。

石牌街组织了“美丽家园 拥抱文明”

———石牌街创建市容环境卫生制度

示范街宣传活动暨青少年手工绘画

比赛活动，向石牌街辖区内小学生征

稿。 石牌小学、龙口西小学、陶育实验

学校 3 所学校发动学生积极参与。

本次手工绘画比赛共评选出一

等奖 6 名、 二等奖 14 名、 三等奖 40

名，展示了青少年拥抱文明、积极向

上的时代精神。

充分调动多元力量，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石牌街多举措创建示范街

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陈锋）

今年以来， 石牌街道着眼构建

“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治理体系，推动“天河商圈”营商

环境转型升级， 在市、 区各级的指导

下，充分调动发挥街道、公安、居委、商

户、执法监督等多元力量，创新工作方

式方法， 持续开展创建市容环境卫生

责任区制度示范街活动。 街道整

体环境提升明显，高标准通过“创

文”实地检查，为打赢防疫整体战

奠定了坚实基础。

注重党建引领，把握创建主动权

街道党工委坚持“创建靠民、创建

为民、创建惠民”，把责任区制度纳入

年度重大任务清单， 由办事处主任牵

头，每月定期分析形势、查找问题、检

讨整改。

将责任区制度纳入社区党组织任

务清单，建立责任区联席会议制度，组

织网格干部、社区民警、居委人员、执

法队员，成立 23 个专项小组，定期通

报情况、督促提醒。 先后发动 1700 余

人次在职党员、 回社区报到党员积极

参加敲门入户宣传门前三包， 牢牢把

握住创建工作的主动权。

注重宣传引导，形成强大创建合力

在主次干道和商业大街临街商

铺、 机团单位中确定 2842 家重点店

铺，逐户签订责任区告知书，制作 3000

余张义务须知张贴在店铺显眼位置，

发放 5000 余份责任义务宣传手册，压

实商户主体责任。

结合“创文”宣传，在全街设置 12

块责任区展板， 制作责任区宣传视频

纳入公共宣传栏、 纳入周末文化进社

区活动反复播放，在穗园小区开展“携

手共创示范街，全民共享美石牌”大型

室外宣传活动，在龙口西小学、石牌小

学、第 113 中学陶育实验学校开展“美

丽家园、拥抱文明”青少年手工绘画比

赛，持续营造创建氛围。引导市民开展

“市容污点随手拍”活动，及时发现存

在问题，形成了强大的创建合力。

注重常抓常改，多举措共建示范街

结合爱国卫生运动， 每周五开展

一次“各扫门前雪”行动，组织环卫、居

委和商户力量， 对责任卫生范围进行

全面清理， 使商户时刻绷紧责任义务

这根弦。着眼石牌村老大难问题，组织

派出所、执法队和村公司、治保队开展

为期 1 个月的集中整治， 着力打造了

绿荷社区样板示范街。 针对今年商户

变动性大的特点，每月开展拉网普查，

先后补签了责任区告知书 319 家，及

时消除死角盲区。

针对石牌地区高校、 机团单位多

的实际情况， 坚持街道领导带队登门

拜访，及时通报问题，形成良性互动。

坚持把责任区制度检查纳入联动机

制，定期组织派出所、市场监管所、城

管、安监开展联动执法，先后发出责令

整改通知书 98 份， 对 26 家屡教不改

的店铺进行经济处罚， 并及时通报到

其他店铺，执法教育效果显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

讯员 谢国庆）

11 月 2 日，为扎实推

进石牌街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

度示范街工作， 石牌街城管执法

队、环卫站、安监中队、环保中队、

出租屋管理中心、石牌市场监管所

派出等部门、单位工作人员组成联

合督查队，开展对龙口西路、龙口

东路两侧沿街商铺市容环境卫生

责任区义务联合检查行动，共检查

沿街商铺 199 家，向沿街商铺派发

宣传资料 1000 余份，为创建工作巩

固坚实基础。

据了解，根据工作安排，石牌

街于 9 月起就大力开展联勤执法

行动，助推创建市容环境卫生责任

区制度示范街工作。

9 月， 在石牌村开展综合整治

联勤执法行动，重点对石牌村存在

的影响市容环境综合治理、涉“黄

赌毒”“涉黑涉恶”、消防安全、无证

经营、食品安全、“散乱污”隐患排

查、占道经营、“六乱”现象等问题

进行综合整治。 共开展行动 6 次，

出动人员 170 余人次， 检查经营商

铺 911 间，开具限期整改通知书 18

份，教育整改占道经营 8 宗，清理

沿线乱张贴 150 余宗， 有效提高石

牌村市容环境卫生干净整洁状况，

使责任人深入了解、自觉履行市容

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义务。

10 月 19 日-31 日， 石牌街再

次组织城管科、城管执法队、环卫

站、各社区居委会等部门工作人员

到辖内 23 个社区沿街商铺开展新

一轮的督导检查， 重点查漏补缺，

力争责任人知晓率、签订率 100%。

下一步，石牌街将继续围绕创

建目标， 细化量化各项工作任务，

加大加强工作落实情况的专项督

查，进一步提升石牌街市容环境水

平。

所有责任人均应与街

（镇）

签订《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告知

书》，并认真履行其责任区范围内的各项义务，主要包括：

一、保持容貌整洁：无乱摆设、乱搭建、乱张贴、乱涂写、乱刻

画、乱吊挂、乱堆放。

二、保持环境干净：设置垃圾收集容器，垃圾分类投放，无暴

露垃圾，无蚊蝇孳生地。

三、保持秩序良好：不占道经营、不占道停放，不擅自拆除、

占用或移位市政公共设施，不损坏绿化树木。

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谢国庆）

“厨余垃圾桶是什么颜色？”“责

任区义务包括什么？ ”11 月 15 日上午，

在“携手共创示范街，全民共享美石牌”

———2020 年石牌街创建市容环境卫生

责任区制度示范街文化活动上，现场居

民都积极举手参与互动问答，维护城市

市容环境卫生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

活动现场，石牌街辖内三所小学的

志愿者之星家庭分享他们在石牌街创

建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示范街工

作中， 以志愿活动形式加入创建的经

历。 活动对志愿者之星家庭进行了表

彰，并呼吁更多党员、志愿者形成合力，

助力创建美丽石牌。活动还设置了有趣

的问答环节，不少居民群众在现场积极

参与。

自今年 4 月份以来，石牌街注重以

党建引领、以宣传引导、以常抓整改多

举措共建示范街，调动发挥党员、志愿

者力量，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持续开展

创建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示范街

活动，街道整体环境提升明显。 截至目

前，累计发动约 460 名党员、志愿者参

与入户宣传，当前居民对市容环境卫生

责任区制度知晓率、参与率不断提升。

未来， 石牌街将继续坚持巩固成效、

创新推动、提升服务，发挥多方合力，深

化市容环境卫生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加油鼓劲 石牌街激发青少年参与热情

11

月

2

日，石牌街联合督查队开展对龙

口西路、龙口东路两侧沿街商铺市容环境卫

生责任区义务联合检查行动。 通讯员供图

多管齐下共建示范街

加强专项督查 石牌大力开展联勤执法行动

敲黑板

9

月，石牌村开展综合整治联勤执法行动。

通讯员供图

凝聚各方合力 石牌街号召居民积极参与

居民群

众积极参与

活动。

通讯员供图

参加手工绘画比赛的青少年合影。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