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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情报站

员村四横路社区居委会主任与居民代

表为蔡文贞（中）送上锦旗。

人大代表深入走访员村四横路改善居住环境

空心木门换新了 破旧广场变靓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何淑敏）

冬季来临，一份热腾腾的早餐

是一天美好的开始。1月6日，由员村街

综合保障中心和员村街工会发起的

派送爱心早餐公益活动，在员村街工

会服务站正式拉开帷幕，为在员村工

作和居住的来穗人员送上爱心早餐。

据了解，日常生活中，不少长者和

环卫工人等来穗人员的早餐都非常

简单，大都以充饥为主，谈不上营养健

康。 鉴于此， 员村街综合保障中心和

员村街工会呼吁辖内的餐饮企业为

他们赞助爱心早餐， 为来穗人员送出

定量的 120 份爱心早餐，为 70 多位来

穗工作的环卫工和 50 多位长者送上

关爱。

当天早上 8 点半， 活动的工作人

员便已早早准备好了爱心餐。 不少长

者和环卫工人陆续前来领取， 他们接

过软糯的面包， 搭配上热腾腾的茶叶

蛋和暖胃的粥，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 他们边吃边对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们连连感谢道：“谢谢你们！ 虽然天气

很冷，但我们心里却很暖！ ”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通讯员 陈

嘉韵）

为落实推进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专项提升工作，去年 8 月，员村街对

辖内有家庭无障碍改造需求的残疾人

开展了全面地摸查工作。

今年 1 月，员村街残联、施工队、居

委会又实地走访了辖内 37 户有家庭无

障碍土建改造需求的残疾人家庭。 通

过走访，员村街进一步根据这些残疾人

家庭的各种困难、需求与施工队制定好

改造项目，为肢体、视力残疾人进行卫

生间改座厕、加装安全扶手、灶台低位

改造；为精神、智力残疾人家中加装安

全防护网、翻新老旧电源线路等。 工作

人员认真地为每户残疾人敲定好改造

方案， 汇总改造数据上报街办事处，随

后由具有三级以上装修资质级别的施

工单位实施改造。

据悉，接下来员村街残联将全程做

好施工安全、施工进度的监督，每月定

期把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的实际进

度上报区残联。 据悉，街道力争在今年

6 月前，按时、按量完成辖内残疾人家

庭无障碍改造，切实为残疾人送去党和

政府的关怀。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王卉 ）

两面锦旗一封感谢信，1 月 7

日， 员村街道办事处再次因察民情解

民忧，收到辖内居民最朴实的感谢。据

悉， 前来致谢的是程界东社区百合苑

业主代表及小区物业管理处， 他们要

感谢员村街主动排查发现危墙隐患，

并拨付资金迅速修复， 保障了居民的

安全居住环境。

据了解，百合苑 A 区南面围墙由

于地基不牢及雨水侵蚀， 出现了严重

的裂痕且已倾斜，墙体随时可能倒塌。

更危险的是，墙体一面是居民楼过道，

一面是停车场， 一旦倒塌不仅会造成

居民的财产损失， 还严重威胁居民出

行安全。近期，街道城管科在日常巡查

时发现该处安全隐患， 第一时间组织

社区将该处路段进行半封闭处理，并

在危墙上贴上警告标语， 提醒过往车

辆和行人注意安全。

城管科随即向街道上报情况，员

村街道有关领导高度重视， 迅速通过

审批手续， 安排专业人员测量破损面

积、 制定方案。 仅半个月时间， 总长

120 米的崭新围墙就顺利完工。 居民

们纷纷为街道的有呼必应、 高效行动

拍手称赞。街党工委书记杨建新表示，

群众的小事就是基层工作的大事，民

生工作就是基层工作的根本， 街道将

一如既往保持巡查排查力度， 积极主

动走访居民，解决更多民生问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王卉）

揉面、包馅、下锅蒸煮，在老师的

精心指导下，学员们一气呵成，一盘盘

精致可口的糯米糍、广式汤圆、香麻炸

软枣出炉了。 1 月 4 日，羊城家政———

粤菜师傅广式点心班正式开课。

据了解， 本次培训由员村羊城家

政基层服务站、 启智员村街社工服务

站牵头组织， 邀请了广州市艺源职业

培训学校粤菜师傅面点大师授课，为

辖区内有就业需求、 烹饪爱好的居民

提供免费技能培训。 课堂上，老师向学

员们传授广式点心的制作方法， 大家

围成一圈认真观看操作步骤， 随后亲

自动手， 不久后一个个精美糕点便诞

生了。 参加本次课程的，有附近的家庭

主妇，还有从事家政、厨师等工作的街

坊， 他们希望通过培训能增添一门厨

艺技能， 并与喜爱烹饪的街坊进行学

习交流。

启智社工服务站工作人员介绍，

本次课程共有 5 节， 课程结束后会进

行统一考试， 通过的学员将获得由天

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技

能证书，对求职就业大有帮助。 据悉，

近期员村街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还推

出了妇婴护理、 小儿推拿等各类免费

技能培训，报名情况十分火爆。

据了解， 羊城家政通过提供“培

训+就业”一站式服务，建立就业扶贫

机制， 在员村辖内逐渐形成了良性循

环的市场和就业供需运作平台。 据该

项目负责人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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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街坊的受欢迎。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通讯员

王卉）

随着城市的发展，老旧住宅小

区基础设施不配套、设施老旧破损、

环境脏乱差、 居住质量低等问题日

益凸显。 员村街四横路社区就是典

型的老旧社区， 其大部分楼栋建于

20 世纪 80、90 年代， 且均无物业管

理， 生活在此的居民期待改善生活

环境的愿望十分迫切。

“我们这些小区都是以前国有

工厂的宿舍，建成有四、五十年了。

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是以前的老职

工。 时间久了，小区配套缺失、设施

老旧、安全隐患突出，

（这些问题）

越

来越困扰我们的生活。 ”原广东玻璃

厂老职工邓伯反映道。 为了改善这

一情况， 员村街道及社区干部深入

走访社区， 人大代表多次接待选民

群众， 了解收集小区综合改造的民

心民意。 但由于改造需求涉及面积

大、问题多、牵涉广，改造方案需较

长时间完善及推进， 短期内无法彻

底解决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问题，

但逐项改善的小工程一直未停步。

早前，人大员村联组代表蔡文贞

走访社区星光老人之家、 健身广场、

垃圾分类点时，看到这些场地陈旧破

损，环境脏乱差，给居民尤其是老年

人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为尽快帮助

居民改善居住环境，他主动提出出资

帮助社区改造维修。在蔡文贞的帮助

下，去年 9 月，小区启动微改造，并于

12 月改造完工。 如今，星光老人之家

被白蚁蛀空的木门已换上崭新的铁

门；以往脏乱的垃圾点已铺上水泥并

装上新垃圾分类亭；破旧不堪的健身

广场经过改造后焕然一新。

为表感谢，近日，员村四横路社

区居委会主任文小玲与三名居民代

表，将一面写有“为民办实事，赢得百

姓心”的锦旗送到蔡文贞手上。 据了

解，蔡文贞不仅多次个人出资解决各

类民生问题，还经常探望员村辖内的

老党员老职工、资助困难群众，积极

为群众排忧解难，履行作为人大代表

的“桥梁”的职责。

员村街有呼必应

修复危墙解民忧

员村街道城管科日巡查时及时

排查危墙隐患。

星光老人之家被白蚁蛀空的木门换上

了崭新的铁门。

员村街羊城家政免费培训班开课了

粤菜师傅教你做汤圆糯米糍

粤菜师傅广式点心班正式开课。

关爱来穗人员

员村街为他们送上爱心早餐

员村街综合

保障中心发起派

送爱心早餐公益

活动。

关爱来穗人员

员村街为他们送上爱心早餐

关爱残疾人家庭

员村街他们改造无障碍设施

员村街残联为辖内残疾人家庭进

行无障碍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