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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

全街道加装并已投

入使用电梯

98

台，

在建电梯

60

台。

2020年至今，有

56

台加装电梯申请补

贴，目前已完成

34

台经费补贴申请。

●截至去年11

月， 赤岗街各社区

通过广泛发动、主

动收集、 线上线下

联动的征集机制，

共收集到“微心愿”

454

件、“微项目”

56

件，已认领

502

件，已完成

476

件。

民生数据

海珠

打造“智慧景区” 铺居民“幸福路”

走进海珠区赤岗街光学厂宿舍小区，只见粉饰一新的外立面、具有岭南特色的公共休闲区、随处可见的绿化以及儿童游乐设施，居民茶余饭

后或散步消食，或带小孩玩耍，或围坐下棋、谈笑风生，一派祥和景象。 这个老旧小区焕发了新活力，是赤岗街为群众解难题、做好事的一个缩影。

赤岗街积极发挥红房子党建引领融合、凝心聚力的作用，聚焦社情民意，找准民生痛点难点，出实招、硬招，从人居环境、居家安全、生活便利、

文化生活等方面，全方位瞄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发力，用心用情用力，把民生实事做到群众心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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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通记者 吴美芬

平安整洁智慧便民，打造世界级

滨水城市客厅

“广州塔景区现在越来越漂亮了，道

路干净整洁，精美的花景花坛随处可见，

舒适的环境令人心旷神怡， 行道树还挂

上了满天星灯饰， 夜景更是让人赏心悦

目。 不时还看到巡逻人员四处巡查维护

治安，安全感满满！ ”时隔5年，来自佛山

三水的游客周先生再度来到广州塔景区

游玩， 对广州塔当前的景区环境赞不绝

口。

作为广州城市名片， 当前赤岗街正

努力将广州塔景区建设成为世界级滨水

城市客厅。 创新“1+1+4”景区治理模式，

依托1个区域化党建平台、1套标准体系，

紧扣平安建设、品质提升、科技赋能、便

民服务4个重点方面，让珠江沿岸成为市

民群众的“乐活空间”、中外游客的“乐游

之地”。

打造“智慧景区”。 智慧灯杆、智能斑

马线、 智能化移动终端……走进广州塔

景区， 总能感受到满满的科技感。 据了

解，赤岗街紧扣科技赋能，打造了一个景

区智能化管理平台， 建立景区事件及时

发现、 快速反应、 迅速处理长效管理体

系，以“技防”代替“人防”，实现景区治理

“可观、可感、可调度”。 同时增设智慧灯

杆、智能斑马线等智能化基础设施，为景

区治理服务提供综合性数据支持， 提升

广州塔景区科学化、精细化、智慧化治理

水平。

打造“便民景区”。 紧扣便民服务，赤

岗街积极推进景区共建共治， 重大节假

日期间每天发动超50名团区委志愿者、社

区在职党员、 社区专职力量开展景区志

愿服务。 并以世界级地标性综合商圈建

设为契机，着力开拓精品化便民服务，推

进管委会党建驿站建设， 提供多项公益

便民服务，如免费公共网络、饮用水、医

用急诊箱、共享充电宝、雨伞等，为市民

游客休息、休闲营造舒适环境。

打造民生“微项目”， 提升居民

“大幸福”

“现在老街坊、老工友们聚在一起都

爱聊宿舍小区的新发现。 好看了很多，路

面平整干净，屋面鲜亮如新，‘回顾光学’

历史长廊设置得很有意义， 还新增了很

多儿童游乐设施， 亲子活动的时间也多

了……”广州光学厂的退休老职工莫叔，

看着小区如今旧貌焕新颜， 跷起大拇指

赞不绝口。

据赤岗街党建办工作人员介绍，广

州光学厂宿舍常住居民人口约1050人，大

院内有13栋居民楼，多为二十世纪六七十

年代的建筑。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墙老化、

屋顶漏水、管道堵塞等问题频现。

为解决居民群众的居住生活问题，

赤岗街积极发挥红房子党建品牌作用，

借“双微”行动契机推出了“广州光学厂宿

舍环境提升”微项目，重点修复破损的楼

宇外立面、粉饰楼道、三线整治、修缮小区

道路、增加绿化和文化休闲设施等。

2021年11月， 该项目顺利完成施工。

楼宇外立面修复如新， 并添加了岭南特

色建筑元素； 垃圾分类投放点完成优化

提升，变身成为“亮丽风景线”；增设儿童

游乐设施及社区健身路径， 完善小区配

套，居民休闲娱乐又有了新去处。 值得一

提的是，赤岗街在改造的过程中注重突出

广州光学厂宿舍的历史人文特色，精心打

造了“广州光学厂、华南医疗器械厂历史

回顾”展览长廊，为居民群众留下集体记

忆，让地区特色文化底蕴融入居民群众生

活中。

楼梯加装扶手，加出满满安全感

同样的幸福，也发生在赤岗街鸿运社

区。 据鸿运社区党委书记林明远介绍，鸿

运社区是典型的老旧社区， 其中辖内有5

栋老旧居民楼， 前身是广州市海洋渔业

公司的员工宿舍， 始建于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楼高八层，共240户约960余名居民，

60岁以上长者居多。

为保障社区长者出行安全，赤岗街积

极发挥红房子党建品牌“夕阳关爱”作用，

精心打造“夕阳关爱之居家安全环境提

升”微项目，通过落实“四聚焦四提升”举

措， 为渔业公司员工宿舍5栋老旧楼宇巩

固现有的楼梯扶手和加装新扶手， 并更

换宿舍出入口大门及值班室门。

“自从安装了楼梯扶手， 我就安心多

了， 以前出门总担心老伴走不稳摔倒。 ”

在这里居住了30多年的居民萍姨告诉记

者，老伴腿脚不便，每次出行都要小心搀

扶着他， 现在有了楼梯扶手又多一层保

障。

截至2021年11月，赤岗街各社区通过

广泛发动、主动收集、线上线下联动的征

集机制，共收集到“微心愿”454件、“微项

目”56件，已认领502件，已完成476件。

聚焦困境青少年群体精准帮扶

同样，“一桌一椅 温暖心房·幸福家”

微项目也是赤岗街聚焦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的典型案例。

“换上崭新的书桌， 让孩子拥有一个

舒适的学习空间一直是我最大的心愿。 ”

大江苑社区居民黄妈妈道出了她的心声。

据大江苑社区党委书记易虹介绍，黄同学

家庭经济困难，家里五口人挤在一个40平

方米的房子里，父亲失业，家庭日常开支

主要靠母亲打散工来支撑， 还有一名生

病需要长期用药的爷爷需要照顾， 生活

条件艰难。 黄妈妈希望在这狭窄的居住

空间里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

境，无奈家庭经济有限，一直难以实现。

赤岗街闻风而动， 整合地区资源，打

造了“一桌一椅 温暖心房·幸福家”微项

目，为辖内困难家庭添置新书桌、新书柜、

新摆设等物件，帮助困境家庭青少年优化

学习空间。

经过改造后，黄同学的学习空间变得

明亮开阔，桌面杂乱摆放的书本可以整齐

摆放在书柜上，原本书桌下面的杂物也可

以放进新书桌的抽屉里，还配备了全新的

座椅，在这样的环境下黄同学的学习状态

渐入佳境。 据悉，此次“幸福家”微项目惠

及3户困境青少年， 均已于2021年11月中

旬改造完毕。

搭建“连心桥”破解加装电梯难题

2021年，石榴岗社区汇龙居小区业主

代表将一面印有“装梯为民办实事 百姓

有福感恩党” 的锦旗送到石榴岗社区居

委会，感谢街道、社区主动作为、积极协

调，促进解决加装电梯难题。

赤岗街辖内老旧小区众多，居民老龄

化程度高，加装电梯诉求强烈，但业主意

见不一致、补贴分配问题等阻力不断，加

装电梯工作往往容易“难产”。 赤岗街探

索形成“党建引领、居民协商、多方联动”

的工作模式， 有效破解居住在老旧小区

居民上下楼出行难的实际问题， 助推居

民群众圆“电梯梦”。

“开心啊，前后历时了两年多，中间困

难重重，如今终于能乘坐上电梯了，以后

出入也不怕麻烦了。 ”该小区业主红姨终

于如愿享受到了电梯带来的便利。 截至

目前， 全街道加装并已投入使用电梯98

台，在建电梯60台。2020年至今，有56台加

装电梯申请补贴，目前已完成34台经费补

贴申请。

好看了很多， 路面平

整干净，屋面鲜亮如新，现

在老街坊 、 老工友们聚在

一起都爱聊宿舍小区的新

发现。 ‘回顾光学’历史长

廊设置得很有意义 ， 还新

增 了 很 多 儿 童 游 乐 设 施

……

———广州光学厂退休

老职工莫叔

广州塔景区现在越来

越漂亮了，道路干净整洁 ，

精 美 的 花 景 花 坛 随 处 可

见， 舒适的环境令人心旷

神怡， 夜景更是让人赏心

悦目。 不时还看到巡逻人

员四处巡查维护治安 ，安

全感满满！

———佛山三水游客周

先生

幸福心声

“

”

赤岗为辖内的旧楼装上扶手，方便居民出行。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