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王卉）

为做好 2021 年社区“两委” 换

届工作， 保障员村街 16 个社区换届工

作平稳有序开展， 12 月 9 日上午， 员

村街道召开 2021 年社区“两委” 换届

选举动员暨工作部署大会。 员村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林晓刚、 街道办事处副

主任谭伟波、 街道民政科主任田露、

相关科室工作人员及社区“两委” 干

部等一同参加了会议。

会上， 街道相关负责人分别宣读

了关于员村街道办事处成立社区“两

委” 换届领导小组的通知及小组成员

名单， 员村街社区“两委” 换届工作

实施方案， 要求社区“两委” 换届工

作要严格按照程序、 时间节点有序推

进， 严明政治纪律， 确保换届风清气

正。

会议强调， 2021 年的社区“两

委” 换届， 与往届相比， 新情况、 新

问题较多， 工作量大、 情况复杂， 希

望全体人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饱

满的工作热情， 务实的工作作风， 确

保各项换届选举任务圆满顺利完成。

通过此次换届， 把干部选好、 把班子

配强， 推动基层党组织的优势和活力

转化为基层治理的效能和动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王卉）

随着冬季的来临，疫情防控再次

面临挑战。 近日，员村街召开秋冬季疫

情防控工作会议， 对接下来的疫情防

控工作进行再部署。

会上传达了《员村街秋冬季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会议强调，

面对当前紧张的国际疫情形势以及国

内个别地区出现的疫情反弹情况，要

进一步提高防控意识， 时刻绷紧常态

化疫情防控这根弦不放松， 统筹做好

街道及社区层面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随后， 会议对秋冬季疫情防控工

作进行再部署， 要求各部门各线口务

必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 在行动上迅

速跟进， 精细组织好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 如要突出防控重点， 落实重点人

员、重点场所管控，特别是加强对农贸

市场、 超市、 冷链冷库等的排查和监

管，加大对学校、养老场所、影院、餐厅

等人群密集场所疫情防控的检查力

度，完善应急预案，提升应急能力；要

结合人口普查、城乡环境整治、安全生

产等工作， 持续抓好疫情防控知识宣

传，提高全民疫情防控意识，形成群防

群控的强大合力。

会后， 员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还对参会人员进行秋冬季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培训， 提升防疫工作

人员的工作能力， 切实保护辖区居民

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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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员村街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

挂牌成立， 通过整合社区居家养老、家

政母婴、心理咨询、技能培训、就业推

介、志愿公益服务等资源，搭建街道和

社区供需对接平台。 据了解，该服务站

是由员村街道办事处引导，委托启智员

村街社工服务站统筹运营，它的成立标

志着员村特色的创新家政平台运营模

式正式开启。

引进

51

家服务团队

提供专业家政服务

为了让辖内居民群众更好地了解

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的惠民功能，12月

4日， 员村街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联合

员村街山海心连之家、启智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员村街社工服务站在都市广场

开展了“居穗暖心———员村街羊城家政

体验日暨山海心连之家宣传活动”。 活

动现场，设置了“山海心连之家服务宣

传”“中山六院义诊”、“法援护航”、“家

政服务体验”、“技能培训咨询”、“居家

养老”等众多便民服务摊位，居民们对

家政服务、 技能培训等需求非常旺盛，

吸引了上百名街坊前来咨询。

据了解，员村街是一个典型的综合

性老街区，融合了高档住区、老旧小区、

城中村等居住区， 常住居民接近15万

人，但辖内具规模的家政企业却寥寥可

数，优质的家政服务需求巨大。 为此，员

村街主动出击，依托“南粤家政”羊城行

动工作机制，引进51家庭管家、兴旺家

政等优质家政服务团队进驻员村。针对

一些有养老服务、医疗看护需求的困难

家庭，员村街社工站还与这些家政企业

达成协议，为不同程度困难家庭提供免

费或优惠的公益性家政服务，切实解决

群众的生活难题。

携手山海心连之家

开展“培训

+

就业”服务

员村街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的另

一大亮点， 是与山海心连之家相融合，

借助平台技能培训和就业推荐服务，吸

引周边天园、猎德、冼村、棠下多个街区

的贵州籍务工人员以及辖内“4050”待

业人员、 困难群众加入家政服务行业，

多渠道充实基层服务站的家政服务队

伍，把“授之以渔”提升技能作为促进就

业的关键一招， 建立就业脱贫长效机

制。 据服务站负责人介绍，经他们培训

的人员，具备过硬的专业技能，加上有

政府认证的安心服务证，在市场上具备

明显的就业竞争力。

其中一个案例是来自毕节纳雍县

吴姐的丈夫，他为了能和在员村街环卫

站工作的妻子团聚，通过山海心连之家

的介绍，接受了51家庭管家的专业家政

培训，习得一技之长。 目前已经开始从

事家政服务，和妻子在广州开启了崭新

的生活。

打造“羊城家政”品牌服务、提供

“培训+就业”一站式服务、建立贫困人

口就业帮扶机制，目前员村街羊城家政

基层服务站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的供

需运作平台。 据悉，下一步，在多方共建

下，员村街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将不断

升级服务功能，加大宣传力度，加强运

营管理，将服务站打造成为“又红又专”

的家政服务品牌，把居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输送到“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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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

为更好地促进毕节籍务工人员实现

更高质量就业，员村街依托党群服务中

心，融合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打造了

员村街“山海心连之家”服务站。12月10

日，贵州省副省长谭炯一行来到员村街

山海心连之家考察。

一行人首先参观了员村街图书馆，

随后来到山海心连之家服务站进行考

察指导，员村街道党工委书记杨建新向

考察组详细介绍了服务站的情况。据了

解，该服务站点配置一名贵州毕节籍的

大学生负责项目运营管理，覆盖范围包

括员村街、车陂街、天园街、冼村街和猎

德街，为在册毕节籍务工人员提供就业

培训服务、劳动保障服务、流动党员服

务、关心关爱服务等。

据悉，目前员村片区的毕节籍务工

人员名册共233人，已电访149人，已建

档76人；已探访12人，无法接触人员49

人。 在考察中，谭炯详细询问了山海心

连之家服务站工作专员在广州的情况。

该专员表示自己在这里生活工作都很

顺利，会定期探访或电访贵州毕节籍来

穗务工人员，对有需求的人员及时作出

回应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随后，谭炯一行还在员村街展开座

谈会，与来自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的几

名务工人员展开深入交流。 在合影环

节，一位毕节老乡送上了自己亲手所写

的书法一副———“黔通粤达”，天河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则为老乡回赠了

慰问品，山海情谊更加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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