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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情报站

志愿有你，一路同行

———石牌街社工站举办2020年度志愿者表彰大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通讯员

岑健萍

）2020 年 12 月 27 日， 石牌街社工服务

站召开了 2020 年度志愿者表彰大会。

根据石牌街社工服务站 2020 年度志愿服

务领域的统计数据，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10 日，共有 551 名志愿者参与到社区志愿服务

中，服务时数多达 2000 多小时。

志愿服务的顺利开展， 离不开社区志愿

者、志愿团队和志愿单位的支持。 为进一步感

谢社区志愿群体对社工站志愿服务的支持，激

励社区志愿群体持续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石牌

街社工服务站特地开展 2020 年度志愿者表彰

大会，希望通过本次活动，有效建立起社区志

愿者们的榜样作用，持续推进社区志愿服务的

发展。

石牌街开展出租屋治理专项行动

奋战四十天，全年保平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赖凤珠）

为贯彻落实相关火灾防

控工作，进一步做好出租屋安全隐患

排查工作，确保辖区出租屋消防安全

形势持续稳定可控，石牌街近日开展

“奋战四十天，全年保平安”出租屋治

理专项行动。

石牌街对长租公寓开展清查行

动。 2020 年 12 月 2 日~4 日，石牌街

道综合保障中心组织出租屋管理员

对辖内的长租公寓开展全面清查，彻

底摸清辖内现存长租公寓数据，检查

公寓经营是否存在高进低出、长租短

付、房东驱赶租客、租客房租难退、有

消防安全隐患等情况。现场遇到有矛

盾纠纷的，立即约谈企业，要求企业

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本次行动共出动

工作力量 80 人次， 发放宣传资料 90

份。

同时，对“三合一”场所开展消防

安全联合行动。 2020 年 12 月 3 日下

午，石牌街道值班干部、街道应急管

理办公室、综合保障中心、安监中队、

东海居委会、石牌派出所、石牌监管

所等部门联合对石牌西专业市场周

边“三合一”场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

整治联合行动，行动出动工作力量 16

人，共清查出租屋 27 家，现场发出限

期整改通知书 20 份， 同时督促当事

人立即整改或限期整改，并做好台账

登记，后续跟进。

下一步，石牌街将继续强化冬季

出租屋消防安全排查， 加强回访督

查，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全面整治各

类隐患， 切实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

生。

石牌街高层住宅小区开展灭火救援应急演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徐秋萍）

为了有效强化高层住宅小

区灾害事故应急处置意识，锻炼应急

队伍现场联合救援能力，2020 年 12

月 6 日，区应急委、区消安委组织区

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石牌

街道办事处、新华汇昌地产开发公司

等单位，在伊顿十八小区开展灭火救

援应急演练。 石牌街道办事处主任潘

海彪、武装部部长全球出席活动。

伊顿十八小区 B 栋 7 楼 705 房

模拟电器短路发生火情，浓烟蔓延至

旁边住户，并威胁到毗邻建筑，有人

员被困。 巡查保安发现后，立即向当值

主管报告， 当值主管立即组织物业保安

人员（

灭火组

）赶到现场用灭火器扑救，

疏散组通知楼层业主紧急疏散撤离，同

时拨打 119报警。接到 119 指挥中心指

令后，区消防救援大队立即出动四台

消防车， 其中一台是云梯消防车，一

台是城市主战消防车。 消防员按照现

场指挥部指令，分组实施灭火救援：疏

散组负责对火层以上的人员进行紧

急疏散； 灭火强攻组负责火情侦查，

并对着火楼层、着火点进行火灾扑灭

以及控制火势蔓延；搜救组负责对楼

内被困人员搜救，并进行简单的医疗

处理和疏散至安全区域；抢险救援组

负责对楼内重要物资、危化品进行疏

散转移；供水组负责利用水罐消防车

对楼内水泵结合器进行供水加压。

区卫生健康局协调市急救医疗

指挥中心调配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

到现场施救， 对伤员进行简单包扎，

物业保安用担架转移伤员。 区交警大

队、石牌街城管执法队、安监中队负

责秩序维护和后勤物资保障和群众

疏散工作。

演练结束后，区消防救援大队大

队长李仕龙总结点评：此次演练的顺

利进行离不开区各职能部门、 街道、

物业公司等应急队伍通力合作，要求

各单位继续做好跨部门合作，落实冬

春季节出租屋、 三小场所防火工作，

继续开展消防宣传五进工作，全面提

升全民防灾水平。

践行绿色生活

做好垃圾分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陈淑敏）

为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提高

石牌村居民分类意识及分类精准度，

2020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石牌街分类办

连同逢源社区居委会、 执法队等部门工

作人员、 党员志愿者在石牌村潘祠祠堂

前开展主题为“践行绿色生活，做好垃圾

分类”垃圾分类全民行动日活动。

活动现场， 志愿者们向居民派发垃

圾分类宣传单张， 让居民了解生活垃圾

基本知识。 志愿者们还向居民介绍定时

定点投放模式，宣传“家里分好类，定时

拎下楼，定点精准投”，并对居民的问题

进行解答。此外，现场设置分类模拟小游

戏， 居民通过游戏可更清晰地了解垃圾

类别及投放方式。 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

一起参与， 从小培养垃圾分类的良好习

惯。

此次宣传活动派发宣传单张及垃圾

袋 110 余份， 让更多居民了解到垃圾分

类的基本知识和具体操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赖凤珠

）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工作指示，

深刻汲取区近期连续两起亡人火灾事故

教训， 确保岁末年初期间石牌街消防安

全形势稳定， 结合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工作要求，2020 年 12 月 17 日~25

日，石牌街道联合区消防救援大队、区公

安分局、区商务金融局开展遏制“小火亡

人”事故消防安全错时检查行动。

区消防救援大队、区公安分局、区商

务金融局、石牌街道应急管理办公室、街

安监中队、综合保障中心、城管执法队、

石牌派出所、三骏集团安委办、三骏集团

治保队、居委等单位共出动工作力量 211

人次， 分 14 个组对辖内人员密集场所、

三合一场所、出租屋进行清查整治。 行动

重点整治违规住人、 消防设施配备不完

整、灭火器过期、安全出口上锁、疏散通

道堵塞、厨房油污厚、电线裸露、液化煤

气瓶过多等隐患情况， 行动共检查三合

一、出租屋共 360 家，发现隐患 366 个，

现场整改 12 个,责令限期整改 354 个，派

发《限期整改通知书》161 份。

下一步， 石牌街将持续加强辖内重

点场所的消防安全宣传及管理工作，提

高居民群众的消防安全责任意识， 营造

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

石牌街开展

消防安全联合检查

石牌街在伊顿十八小区开展灭火救援应急演练。 通讯员供图

工作人员张贴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海报 。

通讯员供图

2020

年度志愿者表彰大会现场大合照。 通讯员供图

石牌街工作人员在蛋壳公寓核

对租客信息。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