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社区办公时间：

9:00~12:00

、

14:00~18:00

）

社区名称

五所社区

岳洲社区

白石岗社区

粤垦社区

华农社区

汇景社区

东莞庄社区

广外艺社区

高胜社区

瘦狗岭社区

茶山社区

华工社区

农科院社区

地址

东莞庄路 112 号五所 5 楼 205、206 室

岳洲路 9 号 306 房

雍景街半山道 4 号雍景苑大堂内

东莞庄路 33 号大院 43 栋一楼

五山路 483 号华南农业大学嵩山区 41 栋旁

天河区汇景北路 164-168 号负一层 366 单元

（龙熹山联合大堂左侧 E2 街区 C1 栋负一层）

东莞庄一横路 3 号富力院士庭 B2C 首层

瘦狗岭路 463 号大院旧行政楼 106 房

东莞庄伟逸街 33 号

瘦狗岭路 567 号三楼

茶山路 230 号

五山路 381 号华南理工大学东区松花江路 17 号

金颖路 21 号首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吴丹婷 苏航）

五山街道积极搭建“街道

党工委统全局、 社区党组织抓总体、综

合网格党支部强服务、网格党小组微管

理、党员责任区做先锋”的“五级基层组

织架构”，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形成

网格联通、条块联动、平战结合、群防群

治的工作机制，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

会治理格局提供坚强支撑。

科学定格 做实基层治理“微单元”

8 月中下旬，五山街道召开“党员下

沉居住地发挥作用、全面构建五级基层

组织架构”工作推进会，强化组织领导，

发出动员通知，开展业务培训，明晰工

作流程。

街道通过整合党建网格、 管理网

格、服务网格等资源，按照人口规模适

度、服务管理方便、资源配置有效的原

则，将网格划分作为社区服务管理“微

单元”， 以辖内常住人口 800 户左右为

标准划定网格 48 个，现已组建 42 个功

能型综合网格党支部。

目前， 各社区党组织立足社区实

际和居民需求， 着手研究将社区“大

党委” 成员单位、 “两新” 组织、 业

主委员会、 物业公司等多方力量汇聚

到综合网格党支部中， 引导党员认领

责任区、 加入党群服务队， 主动参与

社区服务。

专兼并举 提升基层治理“聚合力”

街道依托“双报到”平台，全面掌握

社区在册党员和在职党员信息，“线上+

线下”累计接收报到单位35家，报到党

员4600余人， 组建社区志愿服务队13

支。 按实际居住情况，街道将报到党员

和105名网格员划入对应网格， 注重从

社区“两委”成员、社区专职工作者，网

格内机关、企事业单位、离退休党员干

部中挑选综合能力强的党员任综合网

格党支部书记，做到定格、定人、定责。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

五山街道广泛开展征集、认领和办好民

生微项目、实现群众微心愿的“双微”行

动。 截至目前，共发动各级党组织、共建

单位和下沉党员完成“微项目”94个，实

现“微心愿”537个。

汇景社区在推进国际社区建设过

程中，注重吸收社区党员、在职党员、流

动党员、热心居民、志愿者等协同参与

社区服务和小区治理， 探索构建业委

会、居委会和物业公司“三位一体”的党

建联建模式，先后举办中外居民融情活

动10余次，获得辖内居民点赞。

共建共享 释放基层治理“新动能”

疫情防控期间，街道为进一步强化

防疫服务， 始终坚守社区防控“第一

线”，以“小网格”激活疫情防控“大联

防”，累计发动社区党员、在职党员、志

愿者等 4000 余人次参与疫情防控，持

续加强重点地区人员排查和健康管理、

大规模人员核酸采样检测以及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等工作。 在 8 月下旬涉疫重

点场所分级分类管控中，农科院社区联

合省农科院蚕业所组建了 5 个“社区

3+1 工作组”， 在分片包干范围内逐一

落实居家隔离、 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

等，及时收集回应群众需求，切实做到

应急处置“快”、工作落实“细”、闭环管

理“严”、人文关怀“暖”。

今年以来，街道成功调解各类纠纷

298 宗， 累计受理广州 12345 政府服务

热线工单 2477 单，办结率 96.5%；发动

“广州街坊”群防共治力量逾 1250 人次

佩戴红袖章参与社会面治安整体防控，

联合街道“大党工委”成员单位华南理

工大学和五所社区“大党委”成员单位

赛宝物业开展“三防”、消防应急演练，

始终做到各级即时响应、 力量快速下

沉、协同联动处置。 将城市管理融入网

格，广泛发动下沉党员等力量 900 余人

次参与“大清扫、大清洗、大清理”环境

综合整治行动；下沉党员争当垃圾分类

宣传者、先行者和示范者，开展垃圾分

类宣传活动 51 场次，推动 62 个住宅小

区实行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模式。

下一步，五山街道将继续着眼体系

建设、凝聚多元力量、锚定群众需求，积

极发挥五级组织架构作用，推动党的组

织建在群众家门口、 党员下沉一线、党

员联系服务群众“三个全覆盖”，切实提

升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精细化精准

化水平。

招商热线：

020-34323160

13926188921

报料电话 ：020-34323010，343213152��或 扫码

免费派送到户 贴近居民生活

帮您精准锁定五山消费人群

社区里的奇事怪事开心事，街坊中的名人达人好心人，请告诉我们。

信息时报社 五山街道党工委

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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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街积极搭建“五级基层组织架构”

已组建42个功能型综合网格党支部13支社区志愿服务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党政办）

9 月 23 日，请你投下庄严神圣的

一票！ 近日，广州市天河区选举委员会办

公室发布了《致选民的公开信》，呼吁符合

条件的每一位选民，积极参加天河区新一

届人大代表选举活动。

根据选举法规定，符合条件的中国公

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民在户籍所

在地办理登记后方可参加选举。9 月 23 日

为天河区新一届人大代表选举日。 9 月 22

日前，尚未登记的五山街户籍居民可到居

住地所在社区居委会进行选民补登记。这

些社区包括五所社区、岳洲社区、白石岗

社区、粤垦社区、华农社区、汇景社区、东

莞庄社区、广外艺社区、高胜社区、瘦狗岭

社区、茶山社区、华工社区、农科院社区。

各位选民：

根据宪法、选举法等法律规定及中央、省、市、区委部署，依照《天

河区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天河区新一届人大代表换届

选举工作从

2021

年

6

月上旬开始至

10

月底完成。

7

月下旬至

9

月

1

日为选民登记阶段；

9

月

2

日公布选民名单；

9

月

7

日公布初步代表

候选人名单；

9

月

15

日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9

月

23

日为天河

区新一届人大代表选举日。

选举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

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

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没有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 截至选举日，年满十八周岁即

2003

年

9

月

23

日（含

该日）以前出生的公民为选民。 选民必须经过登记后方可参加选举。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每个选民只能在一个选区办理选民登记。 选民

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登记。 实际上已经迁居本地但户籍没有转入的，在

取得户籍所在地选民资格的证明后，可以在现居住地办理选民登记。

选民名单公布后，未列入其中又不申请列入的，视为放弃选举权。

请符合条件的每一位选民， 积极参加天河区新一届人大代表选

举活动，依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2021

年

9

月

23

日，请你投下庄严神圣的一票！

广州市天河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

五山街选民，请投下庄严神圣的一票

致选民的公开信

五山街道组建社区志愿服务队，参与社区服务。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