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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雯雯）

在五

山街一线执法队伍中，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脱下军装， 拾起城市管理“绣花

针”，在执法岗位上彰显责任担当。 五

山街综合行政执法办副主任孙悟华，

就是其中一位。

1996 年入伍，在武警广东省总队

服役 10 年后，孙悟华转业到天河区城

管分局， 现任五山街综合行政执法办

副主任。退去戎装志不改，自参加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以来， 孙悟华谨

记党员身份， 保持军人本色， 脚踏实

地、甘于奉献，以扎实的工作作风获得

大家的一致好评，因表现突出，荣立三

等功，多次受到上级嘉奖。 今年，孙悟

华获评“天河区优秀共产党员”。

“管理 + 服务”让城管执法更

有温度

在办公室刚见到孙悟华时， 他正

忙着打电话协调工作，等他挂掉电话，

记者还没有说明来意， 他的电话再度

响起。“抱歉，工作复杂，我们需要协调

多个方面，会比较忙。 ”孙悟华略带歉

意地说。

在随后采访的间隙， 孙悟华的电

话和信息提醒仍不时响起， 不过他似

乎早已习惯了这种忙碌的状态。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

气。”孙悟华用诙谐的一句话形容自己

的工作。随着社会发展，城管执法的职

责越来越多，除了维护市容市貌、整治

“两违”，还包括工地扬尘管控、垃圾分

类、河涌治理、噪声污染等。 但孙悟华

说，压力就是动力，城市管理事关居民

的获得感、 幸福感， 必须拿好“绣花

针”，练好“绣花功”。

孙悟华注重立足本职，巧用“631”

工作模式（

即

6

分服务、

3

分管理、

1

分

执法

）， 主动与商户宣传城市管理知

识，一旦发现有影响城市形象的行为，

便立即上前劝导，进行宣传教育，引导

其养成文明习惯。“在五山，从小区居

民，到街上经营户，我们都会像朋友、

邻居一样，闲聊、打招呼，大家彼此都

很熟悉。 ”孙悟华说，城市管理者的首

要任务是服务好群众。执法从严，沟通

从情。 学会换位思考，把道理说透，很

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处理违法建筑不能“一刀切”

五山街辖内的机团单位多， 高校

云集，由于历史遗留原因，存在部分历

史违法建筑。随着城市发展，这些违建

有的妨碍居民加装电梯， 有的影响老

旧小区微改造， 带来了一系列城市管

理治理难题。

不过对待违法建筑， 孙悟华说不

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一拆了之，而

是要有针对性地制定解决措施， 尤其

是对于历史违建， 要严格按照规范流

程妥善处理。近几年，为做好违法建设

治理工作，孙悟华主动靠前，带领执法

队走遍五山街各个角落， 根据摸查到

的违法建设情况， 有针对性地制定违

法建设治理方案：对于存量违法建筑，

综合考虑其建设时间，土地属性，安全

状况等因素，切实分类处置；对于萌芽

状态的新违法建设，严格遏制，发现一

宗拆除一宗。

针对辖区单位因历史原因造成无

法办理产权， 导致建筑物变成违法建

设的情况， 孙悟华积极为他们提供现

行政策以及法律法规解释， 推进相关

问题尽快得到解决。 华南理工大学图

书馆以及华南农业大学园艺楼均通过

规范申请流程后， 建筑物产权得到确

认。

从事城管执法工作 13 年，孙悟华

说：“我所做的一切代表的不是自己，

而是所有实干苦干的城管执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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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街广外艺社区公共服务站站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五

山街广外艺社区公共服务站站长李光

德，在基层服务已达 24 年。 24 年的沉

淀，让他对社区工作深有体会。“对社

区有感情，对居民有感情，是做好社区

工作的‘法宝’。 ”今年，这名老党员获

评“天河区优秀党员”。

冲锋在前守好社区“防控门”

2020 年，时任五山街汇景社区党

总支书记、 汇景社区居委会主任的李

光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汇景社区是

一个小区型全封闭社区， 有住户约

5300 户， 常住人口约 20600 人。 汇景

社区登记在册的境外人员达 1115 人，

分别来自韩国、美国、加拿大、法国、新

西兰等 30 多个国家，是五山街辖内外

籍人士主要聚居地。

从快速响应上级指令， 到联系社

区、辖内单位等部署工作；从小区重点

人员排查， 到走访辖内企业监测疫情

防控工作……李光德始终奋战在防疫

一线。 他带领社区工作人员、 在职党

员、社区党员和志愿者，有力、有序、有

效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确保“街道、

社区、物业”三级联动，守牢“家门、楼

道门、小区门”三道防线，筑起保障社

区居民生命健康安全的“防护墙”。

他全面、 认真落实以社区防控为

主的综合防控措施，坚持每日研判、每

日调度、每日总结。建立居家隔离关怀

服务机制，注重柔性管控和人文关怀，

是汇景社区疫情防控的一大亮点。 通

过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楼长、网格员

的作用， 他主动了解境外来穗居家隔

离人员的困难和需求， 赠送口罩等防

疫物资， 并提供配送生活必需品和快

递包裹、帮忙处理生活垃圾等服务；公

布入境人员 24 小时求助咨询热线，提

供防控应急咨询、心理疏导等服务，切

实为境外来穗人员排忧解难。

投身新岗位关注老楼安全

今年 2 月起， 李光德任职广外艺

社区公共服务站站长， 协助社区开展

各项日常工作。短短半年，他已将社区

相关情况摸熟、摸透。 李光德介绍，广

外艺社区是一个单位型社区， 大院内

部分宿舍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 部分

楼宇年久失修，墙体剥落，窗户玻璃摇

摇欲坠，存在着一定安全隐患，给周边

学生和居民的出行带来不便。 了解情

况后，李光德立马行动起来，先在存在

安全隐患的楼宇周围拉起警戒线，还

与居委会主任郑丽娜走访学校后勤处

及保卫处等部门，多渠道听取意见。经

了解， 修缮房屋资金可动用专项维修

基金， 需相关楼栋的居民组成“三人

组”带头申请才能动用。 目前，该项工

作正有序稳步推进中。

李光德是一名退伍军人， 曾在武

警广东省总队服役。退伍后，他先后在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市新华书店、白云

区劳动就业训练中心工作。 1998 年 7

月，他与五山街“结缘”，入职五山街道

办事处城管科。从 1999 年 5 月到今年

1 月， 他分别担任了五山街岳洲、五

所、 茶山、 汇景等社区居委会主任一

职，扎根基层一线。

这些年来，李光德兢兢业业，获得

50 多个荣誉称号， 如 2000 年度广州

市天河区防火安全先进工作者、 广州

市天河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工

作者、 广州市第五次人口普查先进个

人、2002~2003 年度天河区“优秀社区

工作者”。 2020 年，他获得“广东省及

广州市疫情防控个人先进”表彰提名，

其所领导的汇景社区居委会获评“广

州市疫情防控先进集体表彰单位”。

李光德说：“做社区工作， 要学会

倾听，好好听居民说。”为人民服务，更

要亲力亲为、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

“当居民感觉我们是切实为他们服务，

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下功夫， 他们就会

认可、 认同， 并感觉到实实在在的幸

福。 ”

脱下军装，拾起城市管理“绣花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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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华从事城管执法工作

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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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德已在基层服务了

24

年 。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