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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

石牌街开展城中村及周边消防安全“扫街行动”

线上线下联动共筑安全居住环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赖凤珠）

为深刻吸取湖北十堰“6·13”燃

气爆炸事故和河南柘城“6·25”重大火灾

事故教训，根据石牌街实际情况，石牌街

道综合保障中心加强消防安全检查，在

辖内开展城中村及周边消防安全“扫街

行动”。 6 月 15 日至 29 日，石牌街上门排

查出租屋 701 套、沿街商铺 37 家、“三小”

场所 7 家，发现安全隐患 17 处，发出限期

整改通知书 17 份。

街道综合保障中心联合区消防大

队、街道应急办、社区居委、石牌三骏集

团有限公司、石牌村联队等，开展燃气安

全联合行动 2 次，扫街行动 5 次，重点对

村民自建房、出租屋、“三小”场所、沿街商

铺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严查燃气燃

具不规范使用、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违

规住人等问题。

街道综合保障中心积极加大出租屋

消防安全检查工作力度，由管理员上门巡

查，对屋内灭火器材有效期、消防通道是

否上锁、 电动车是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

电、 燃气燃具安全使用等情况进行检查，

如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立即要求住户及房

东（代理人）限期整改，做好登记以便后续

跟进。

出租屋管理员在辖内宣传栏、 大街

小巷显眼处张贴防火、 用火用电安全等

宣传海报， 上门巡查登记时向住户宣传

出租屋消防安全知识， 要求他们注意用

火用电安全。 此外， 出租屋管理员在出

租屋屋主 （代理人） 微信群发送防火防

灾小视频， 让屋主进一步加强知悉“谁

出租谁负责任” 的理念。 通过线上线下

联动宣传， 强化消防安全意识， 共筑安

全的居住环境。

下一步，石牌街将持续做好出租屋消

防安全巡查工作。

石牌街对辖内沿街商铺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通讯员供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赖凤珠 ）

记者获悉，近日，石牌街

道综合保障中心以党建为引领，多措

并举积极推进出租屋精细化管理，助

力防疫工作。

综合保障中心加强党建工作，落

实组织生活，提升服务理念。 加强政

治理论及业务学习，扎实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 累计开展活动 10 场次共计

246 人次参与。严格落实组织生活，上

半年召开党员大会 2 次、 支委会 6

次，党小组会议 6 次。 全员投身防疫，

在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及疫苗接

种工作中，负责信息登记、秩序维护

等工作，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强化业务工作， 夯实人屋纳管，

落实八查要求。 推行“夜班+周末”的

“扫楼”机制，加强出租屋和辖内办公

场所巡查登记，截至 6 月，新登来穗

人员 3.8 万余人，注销 3.6 万余人，实

现“底数清，情况明”。 落实八查要求，

加强安全检查，综合保障中心不定期

开展出租屋消防安全检查，注重“回

头看”，避免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截至

6 月，排查出租屋 1.2 万余套，发现隐

患 501 家，现场整改 191 家。 发出限

期整改通知书 341 份，上报相关部门

341 家。

筑牢防控成果， 多措广泛宣传，

普及防控意识。结合“线上+线下”，通

过“微社区 e 家通石牌百姓”微信公

众号发布、出租屋屋主（

代理人

）微信

群转发、在宣传栏张贴海报、上门巡

查同时口头宣传等方式，提升来穗人

员防控意识，引导其主动申报健康情

况，主动接种新冠疫苗。 综合保障中

心在城中村社区设点，为来穗人员派

发疫苗接种票，截至 6 月，累计宣传

服务 56777 人次。

石牌街多措并举推进出租屋精细化管理

石牌街道综合保障中心党支部党员突击队。 通讯员供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

讯员 赖凤珠 ）

5月30日至6月1日，

天河区对石牌街等辖区户籍人口、

来穗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据悉， 为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石牌

街坚持以居民群众为重， 积极推动

来穗人员核酸检测工作。

根据天河区发布开展大规模核

酸检测工作的通告要求，石牌街在辖

内 23 个社区设立 21 个临时核酸检

测点，组织开展第一轮核酸检测。 街

道综合保障中心工作人员与社区居

委会、应急办公室、综合执法办公室

等部门人员紧密联动，积极投身防控

一线，连日昼夜开展信息登记、现场

引导以及秩序维护等各项工作，做到

应检尽检，确保检测工作高效有序开

展。

石牌街组织出租屋管理员为来

穗人员派发核酸检测票，引导他们提

前扫描“葵花码”，录入信息，截图保

存， 再指引其到辖内各检测点检测，

加快现场审核速度， 避免人员扎堆。

各核酸检测点开设绿色通道，组织医

护人员及志愿者为行动不方便人士

进行上门检测。 另外，石牌街还通过

出租屋管理员以上门走访的方式，核

查辖内出租屋来穗人员“粤康码”

（

“穗康码”

）绿码情况及检测情况，引

导未检测人员就近前往各临时核酸

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并提醒他们做

好个人防护措施，不聚众，不前往中

高风险地区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赖

凤珠）

6 月 25 日上午， 市来穗局副局长俞

国华带队到石牌街调研， 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苑晓泳、 街道综合保障中心主任李文东

陪同。

俞国华现场查看了来穗服务前台窗

口，了解窗口业务办理情况，到综合指挥中

心参观， 李文东详细介绍了石牌街网格化

管理情况及网格划分情况， 随后一行人实

地上门查看出租屋人屋登记情况及社区网

格信息牌张贴情况。

俞国华对石牌街保障中心来穗线口业

务给予了充分肯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李

洁榕）

7 月 7 日上午，石牌街道人大工委组

织联组代表郑少琼、郭大双、孙明芳、张敏、

鄞珊、董洪添，以及石牌街道相关部门负责

人开展“垃圾分类、环境卫生等爱国卫生运

动”视察活动。

在听取街道办事处相关部门推进垃圾

分类工作的基本情况报告后， 代表们对街

道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所取得的成效表示肯

定，同时也提出需要改进的地方，如垃圾清

运不及时，容易造成周边环境脏乱等。

会上，街道人大工委主任郑少琼表示，

要压实物业管理方与业主责任， 继续加强

小区垃圾分类宣传引导， 定期举办垃圾分

类宣传工作，提高居民分类意识；要进行常

态化检查，加大执法力度，形成震慑效果；

要先易后难、 因地制宜和科学设置打造垃

圾分类星级投放点， 通过科技赋能和硬件

创新，形成以点带面的效果，推动投放点升

级改造；人大代表要加强监督，利用好天河

人大公众号“随手拍”功能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形成监督链条。

会议结束后， 石牌街联组代表到协和

新世界和南骏大厦垃圾投放点实地视察，

两个投放点均按规定设有垃圾定时及误时

投放点。 代表们建议投放点周边环境还可

以再继续优化，多摆放绿植，增强美观。 代

表们表示，要坚持不懈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让垃圾分类意识深入人心， 为营造美好环

境共同努力、共同奋斗。

石牌街道人大工委

组织联组代表开展视察

市来穗局到石牌街道调研

石牌街积极推动来穗人员核酸检测工作

确保检测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