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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情报站

车陂城中村垃圾分类取得阶段性成果

垃圾桶会自动闭合，街坊受惠点赞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

车陂

公园旁的垃圾分类定时投放点，智能垃

圾桶让街坊大赞好方便。“以前，我们总

要触碰到垃圾桶才能开盖扔垃圾，事后

都要洗手。 如今天气冷了，洗手也不方

便，这样无接触扔垃圾真是方便多了。”

家住车陂村的梁小姐高兴说道。这个会

自动闭合的智能垃圾桶，让街坊在扔垃

圾过程中无需接触垃圾桶盖就能扔垃

圾。 记者了解到，车陂村是天河区最大

自然村，村内共有 15 个经济社、拥有房

屋及各类物业 7000 多栋，居住人口 20

余万人，具有人口密度高、房屋楼宇密

集、基础设施薄弱、垃圾分类工作难度

大等典型特点。这套自动感应投放垃圾

桶设置一个多月后，受到周边居民的一

致好评。 据悉，车陂街将进一步将自动

感应投放垃圾桶覆盖村中其他投放点，

让更多车陂人受惠于此。

今年 2 月以来，根据市委主要领导

指示精神，在区委、区政府坚强领导下，

车陂街在全市率先开展城中村垃圾分

类优化提升试点工作， 坚持党建引领、

精准施策，探索“管理、分类、收运、责

任、宣传”等“五网”融合共治的城中村

垃圾分类工作模式， 取得阶段性成效。

至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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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杂物无人打理？

服务站上门来帮忙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通

讯员 黎文光）

“斌叔

（化名 ）

今年

81 岁了， 家中从客厅到卧室都堆放

着许多杂物， 严重影响其居家生活，

而且还存在安全隐患。 我们社工曾

多次组织志愿者上门帮他收拾房屋，

但他的老伴因患精神病需住院治疗，

且独生女儿也在国外定居， 加上前

段时间斌叔又摔倒导致腰痛加剧，

根本无法自行打扫房屋， 所以不久

后又会发现他家中堆满杂物……”

车陂街社工站郑社工向车陂街羊城

家政基层服务站

（以下简称 ： 服务

站）

的工作人员表示， 希望服务站能为

其提供日常居家保洁的家政服务。

据悉， 从今年 10 月起， 羊城家

政基层服务站正式落户车陂街， 车

陂街道又新增了一条惠民便民的服

务渠道。 服务站坚持党建引领、 政

府主导、 为民服务， 融合了家政服

务、 母婴服务、 养老服务、 医疗护

理和转介服务五大板块服务功能。

了解斌叔家的情况后， 羊城家政服

务站及时安排工作人员上门为其开

展评估工作， 全面了解他的家庭环

境以及家政服务需求， 并做好信息

登记。

根据斌叔的居家生活习惯和保

洁需求， 服务站为其提供“定制化”

家政服务计划， 并匹配合适的家政

服务人员， 提供每周两次的日常家

庭保洁服务， 使其居家环境保持干

净卫生。

广东首个以非遗文化为底色影视基地落户车陂

大咖献言 共商大湾区影视发展远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12 月

1 日上午，“非遗传承视角下影视作品

创作” 研讨暨广东省广播影视协会影

视剧专业委员会———车陂影视基地挂

牌仪式在车陂“一水同舟”龙舟文化展

览馆举行。 众多影视从业人士出席研

讨会， 共商粤港澳大湾区影视发展远

景，为影视基地未来规划建言献策。 据

悉， 这是广东省首个以非遗文化为底

色的影视基地。

盼联动广府多所高校深度合作

活动现场， 车陂龙舟文化促进会

党支部书记、 广州市天河区民间文艺

家协会会长苏志均为到场嘉宾们介绍

天河车陂的人文历史、 非遗民俗等基

本情况。

广州市天河区民间文艺家协会秘

书长、 天河民协戏剧影视专委会秘书

长邓筠昭代表专委会阐述车陂影视基

地规划构想。“以微电影为引，以传统

文化为题材的网络大电影、纪录片、电

视短剧等多形态的文化产品， 都在基

地未来的规划之内。 ”

邓筠昭表示， 希望通过影视基地

落地车陂， 深入挖掘民间真实素材，

通过影视创作和文化传播打破人们心

中的刻板印象， 带动年轻人重新喜爱

上传统文化。 她还透露， 基地预计联

动广府多所高校深度合作， 邀请不同

的学生团队参与制作， 关注年轻群体

的审美取向， 挖掘大学生群体的创作

潜力。

车陂影视基地的牌匾正式揭开

研讨会以“非遗传承视角下影视

作品创作视听语言的呈现”为主题，围

绕非遗文化与影视艺术融合， 由广州

市天河民间文艺家协会戏剧影视专委

会副主任、 车陂影视基地委员会副主

任董越带领专委会成员，对话王伟华、

杨健武导演。

随着车陂影视基地的牌匾正式揭

开，标志着车陂影视基地正式落成，这

意味着车陂在影视领域又打开了一个

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 也象征着车陂

乃至广府非遗文化成果将在广东省广

播影视协会与天河民协搭建的优质传

播平台下，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党建引领 多元共治是关键

车陂街党工委紧紧围绕市、 区各

项部署要求，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建立

健全驻点领导分片督导、村社包干、居

委包片及城中村垃圾分类工作联席会

议等多项工作机制， 领导班子靠前指

挥、示范带动、一线督促，把抓好垃圾

分类作为提升村社党组织组织力的

“试金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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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到垃圾宣传动员工作

最前线，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动辖内单位、民

间协会、 志愿者组织和村民群众等协

同参与， 打造垃圾分类共建共治共享

的良好工作格局。

优选点位 定时投放是基础

车陂街按照“不设误时投放点，

只设定时投放点” 的原则， 在充分调

研、 精准掌握城中村人居环境特点、

居民生活及出行规律的基础上， 取消

24 小时垃圾投放桶点， 科学合理设置

定时投放点， 增加定时投放时间段和

频次， 达到既方便居民群众， 又提升

城中村环境卫生品质的目的。 同时，

针对城中村内遍布小型餐饮店、 个体

户经营档口的实际， 对车陂村内餐饮

店采取单独收运的方式， 由专人定时

上门收取厨余垃圾， 做到实时监督，

避免了餐饮垃圾混装混倒现象。

压实责任 全面覆盖是保障

车陂街建立“街居—村社—房

东—租户” 四级联动机制， 街道与村

公司、 经济社、 社区居委会、 屋主、

二手房东逐级送达责任告知书， 全面

明晰村社集体经济组织、 屋主及二手

房东、 餐饮店铺的垃圾分类管理责

任， 指引督促屋主、 二手房东将垃圾

分类义务写进租赁合同， 推动垃圾分

类责任层层压实、 垃圾分类活动人人

知晓， 实现了垃圾分类责任零缝隙、

全覆盖。

宣传发动 人人参与是重点

车陂街注重统筹各类资源， 将推

广垃圾分类与车陂村龙舟文化、 祠堂

文化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结合起来， 打

造垃圾分类文化长廊、 建设生态环保

主题文化公园， 开展“环保学堂 ”

“垃圾分类主题书画展” 等多

形式的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活

动， 最大限度激活居民参与垃

圾分类的“广度” “深度”，

营造了垃圾分类工作

家喻户晓、 垃圾分类

活动人人参与的浓厚

氛围。

亮眼成绩背后，车陂街有啥好经验？

广东首个以非遗文化为底色的影视基地落户车陂。

信息时报记者 刘展萍 摄

党员服务队、志愿服务队在垃圾分类投放点引导居民正确投放垃圾。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