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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绵钦 通讯员 李奕尧

张毅涛）

荔城大道是增

城区荔城街交通最繁

忙的主干道之 一。 近

日，处于上学高峰期的

增城区实验小学路段

交通秩序良好，校门口

的车辆也没有长时间停留现象。

自今年启动交通秩序大整治专

项行动以来，增城公安交警部门以增

城区实验小学、新塘镇甘泉小学为试

点，联合相关职能部门深化“警+家+

校”护安护畅模式，通过规划接送车

道、增设接送点、优化交通信号配时、

设置家长义工护学岗位等系列举措，

有效管控上下学期间校园周边交通

秩序，确保学生“上学最后100米”出

行安全。

不断优化交通组织方案

开学季到来，在增城区实验小学

正门， 上下学高峰期交通再次繁忙。

记者看到，这里交通秩序良好，校门

前的车辆并未长时间停留。

据悉，增城公安交警部门在这里

实施学生车辆接送车道、接送车辆限

时停车等措施，有效分隔接送车辆与

社会车辆。

“这里每天上下学高峰时段车流

量和人流量都很大。 以往有些家长不

仅随意停放车辆，还要下车把孩子送

进校门才离开，一来一回停车时间比

较长，对交通秩序影响很大。 ”增城区

公安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进一步做好校园周边交通管

理工作，确保师生出行安全，增城区

公安交警部门多次联合区教育、区住

建及荔城街等相关职能部门现场调

研，不断优化交通组织方案。 除了实

施车辆分离外，还在增城区实验小学

校门旁设置300多个非机动车停车

位、高清抓拍摄像头、闪停黄灯、人行

通道中间隔离带等交通设施，并增设

学校南门学生接送点。

“警家校”携手护平安

在每天上下学时段的接送点，除

了值勤警力在岗在位之外，还有一支

身穿马甲、分工明确的队伍在校门内

外忙碌。 他们是由增城区实验小学教

职工、家长义工以及保安人员等组成

的护安护畅队， 主要开展停车指引、

护送学生至校门口安全区域， 以及

“一盔一带”、文明礼仪等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对于没有佩戴头盔和违停的

家长、学生，则进行实名登记，由学校

领导组织学习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增城区实验小学副校长方永棠

介绍，目前该校共计有校级家长义工

49人、班级家长义工196人，每天安排

21名教职工、4名保安人员、至少20名

家长义工， 在4个时间段开展护学行

动。 在新塘镇甘泉小学，校园周边交

通秩序同样发生着改变。

与此同时， 增城区实验小学、新

塘镇甘泉小学还通过错峰放学管理

模式，建立班级“头盔监督群”和“乘

车监督群”， 联动公安交警部门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活动等方式深化“警家

校”护安护畅模式。 下一步，增城区公

安交警部门将结合辖区学校交通实

际情况，及时调整护学方案，持续优

化“警家校”护安护畅模式，为广大师

生上下学交通安全保驾护航。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喻先晶 ）

“房屋租赁期

间，房屋承租人应按照

要 求 分 类 投 放 垃 圾

……对三次以上不配

合、不落实垃圾分类的

住户强制终止租约。 ”

近日，白云区石门街鸦岗联社积极推

动租客主动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将垃

圾分类义务写入租房合同，探索城中

村破解垃圾分类源头管控难题。

探索破解源头管控难题

据悉，鸦岗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

村，位于石门街西北部，总面积9.3平

方公里，户籍村民约8000人，租户约1

万人。 由于租客流动性强、素质参差

不齐、对垃圾分类责任意识淡薄等因

素，即使进行垃圾分类宣传效果也不

明显。 如何提醒租户做好垃圾分类，

成了制约垃圾分类工作推进的瓶颈。

为有效督促租客进行垃圾分类，

鸦岗联社指导所有房屋出租人完善

租赁合同，将“垃圾分类”白纸黑字写

进租房合同。 凡是不按规定时间投放

生活垃圾的租客，第一次进行口头教

育， 第二次联系栋长进行警告教育，

第三次再犯者将出租屋列入“六查一

封停”名单，解除租房合同。

“垃圾分类写入租房合同主要还

是希望从源头上告知租客参与垃圾

分类，重视垃圾分类，强化他们的责

任意识。 ”石门街鸦岗联社有关负责

人表示，如果签订租房合同时租户不

认同垃圾分类条款，可以选择离开。

同时，鸦岗联社还在出租屋栋内

楼梯间、大堂等显著位置设置垃圾分

类指引，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对新入

住人员进行即时宣传，指引租户到一

楼投放点按照投放时间进行精准分

类投放。 对于出租屋内行动不便者、

60岁以上老人等群体，由垃圾分类栋

长帮助或代为分类投放。

厨余垃圾分类率达27.73%

此外，为进一步推动生活垃圾源

头减量，石门街鸦岗联社创新监督方

式，利用视频监控设备，查看辖内各

主要干道、内街内巷等重点区域垃圾

分类情况。 对于没有分类行为，联社

工作人员、出租屋管理员将上门一对

一进行宣传教育， 引导自觉参与分

类。 据统计，今年8月鸦岗联社日均垃

圾量为22.89吨、 厨余垃圾分类率为

27.73%，垃圾分类工作成效明显。

增城交警深化“警家校”护安护畅模式，有效管控校园周边交通秩序

学生哥“上学最后100米”更安全了

普通话版

错过电梯补贴

粤语版

粤语释词

办事不顺利，遇到问题。

撠，粤语读音近“kick”，本义是抓住

和握持的意思， 撠手是引申为卡住和阻

碍。

时报读者 袁肃

撠手

前日中午，华贵路一酒楼，两个师奶

的对话。

师奶

A

：你又说你那旧房子加装的电

梯可以用呢。

师奶

B

：是啊，昨天不就正式开通喽，

不过，这部电梯无端端整贵了

10

万块。

师奶

A

：不是吧，为啥会这样的呢？

师奶

B

：开工前，本来都没什么棘手

的事了 ，啊，谁知道

2

楼有一户说怕那个

电梯井质量安全有问题喔，然后去投诉。

师奶

B

：……

师奶

A

：那又开不了工了，又要找人

来检测，又要走多几个申报流程，这样就

搞了两个多月。

师奶

A

：这样就贵了

10

万块？

师奶

B

：搞这些事不用

10

万块 ，问题

是我们搞得来， 政府都取消了那

10

万块

补贴了， 这样就等于这部电梯整贵了

10

万块喽。

师奶

A

： 哦， 原来是这样整贵了，不

过，人家担心电梯井安全又是有道理喔。

师奶

B

：有啥道理呀 ，那个电梯井盖

这栋楼时已预先整好的了， 又不是现在

加建的，怎么会有安全问题。

错过电梯补贴

前日中午，华贵路一酒楼，两个师奶

嘅对话。

师奶

A

：你又话你间旧屋加装嘅电梯

可以用得嘅。

师奶

B

：系啊，琴日咪正式开通啰，不

过，呢部电梯无啦啦整贵咗

10

万蚊呢。

师奶

A

：唔系嘛，点解会咁嘅。

师奶

B

：开工前，本嚟都冇乜撠手嘢

嘎喇，啊，点知

2

楼有一户话惊嗰个电梯

井质量安全有问题喔，然后去投诉。

师奶

B

：……

师奶

A

：咁又开唔到工喇，又要揾人

嚟检测，又要行多几个申报流程，咁就搞

咗两个几月。

师奶

A

：咁就贵咗

10

万蚊？

师奶

B

：搞呢啲嘢唔使

10

万蚊 ，问题

系我哋搞得嚟， 政府都取消咗嗰

10

万蚊

补贴喇， 咁咪等于呢部电梯整贵咗

10

万

蚊啰。

师奶

A

： 哦， 原来系咁样整贵咗，不

过，人家担心电梯井安全又系有道理喔。

师奶

B

：有乜道理呀 ，嗰个电梯井起

呢栋楼时已预先整好嘎喇， 又唔系宜家

加建嘅，点会有安全问题。

白

话

街

事

石门街将垃圾分类写入租房合同

租客三次以上不配合不落实垃圾分类将被强制终止租约

▲

经 过 优 化 措

施后 ，增城区实验小

学正门放 学 时段交

通秩序良好。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荨

家 长 义 工 现

场维护交通秩序。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