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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以来，不少村民发现在

东联社区拾陈经济社的老榕树

下，陈兆辉经常带着社区两委干

部，邀请村民代表齐聚一堂，共

同商量村居建设问题。不少村

民感叹道，“书记不坐办公室，天

天往村里跑。”

听民情、纾民忧、解民困。

“榕树头已成为村民与党员干部

沟通的平台，也是村民建言献策

的重要渠道，村内许多建设方案

都是在这里讨论拍板，多数都能

迅速落实解决。”经常参与议事

的村民徐伯表示，榕树头议事拉

近了村民与社区党员干部的距

离，也带动不少村民参与社区建

设的热情。

近年来，拾陈经济社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人居环境大提升，

议事厅让村民的想法、建议落到

实处。据了解，榕树头议事厅设

立以来，先后开展多场议事活

动，广泛收集社情民意，积极推

动拾徐街前修建树圈、健身路修

建路灯、街前塘的护岸工程等先

后落实解决。

设立榕树头议事厅，定期召

集村民意见领袖进行现场议事，

是东联社区强化党员户联系工

作的创新举措。陈兆辉希望通

过这种形式，一方面充分听取村

民的意见和建议，一方面可以及

时宣传乡村振兴政策及推进动

态，引导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振兴

工作，共同为家乡各项事业振兴

添砖加瓦。

以党建引领推动社区全盘

工作，一直都是陈兆辉心中的

“工作指南”。据了解，东联社区

作为丹灶镇“户联系”全覆盖试

点之一，通过以经济社党支部为

基础网络，建立“网格+平台+制

度”三位一体直联模式，不断完

善基层党支部活动阵地建设，点

燃基层党员服务群众、参政议政

热情。

“即使是一名经济社的基层

党员，也可以通过收集社情民

意，向社区或者上级部门提供建

议，从而让其对党员的身份有更

深层次的认识，以及更强烈的荣

誉感、使命感。”陈兆辉表示，基

层党员思想得到提升，既能积极

投身社区建设工作，也能强化联

系群众，群策群力协商解决村内

大小事，为基层治理注入源源活

力。

劳边社区沙水村是中国著

名“翰林父子”刘廷镜和刘国珍

的故乡，文化教育是每个沙水村

人世代延传的标杆，深厚的文化

底蕴也使其声名远播。

近年来，劳边社区以“承礼

有为·儒兴劳边”为发展主题，结

合自身地域特色，对全长近1公

里的翰林水道开展水道修复并

安装了污水处理系统，建设沙水

承礼广场（核心价值观公园）、对

沙水古埠头和白银窦进行了保

护和维护。此外，沙水村拦河花

基和树池也进行了升级改造，提

升了劳边经济社荷桂路入口公

园绿化和村容村貌，社区核心价

值观宣传元素也融入村居环境

概念设计工程，辖区内大宗祠也

得到了很好的修葺。这些，都让

劳边社区的村内景观得到了极

大提升。村容村貌的改变，村民

是直观的见证者。“我嫁到沙水

村五十年了，现在环境比以前好

了很多，我相信以后会更好。”沙

水村的杜婆婆说。

沙水村的变化也是珠三角

传统农村走向振兴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丹灶镇根据上级统

一部署并结合镇实情，积极推动

乡村振兴，开展“三清三拆三整

治”等多项行动，不断加大美丽

文明村居建设，守护生态优势。

根据镇铺排，劳边社区抢抓机

遇，并以党建引领，形成了书记

带头干、党员带头行动、群众积

极参与，党群一心共创美好家园

的良好局面。

记者获悉，为确保建设成

效，沙水村还设立了响应的奖励

机制，将“三三整治”纳入村规民

约中。该村每年设置500元的

精神文明奖，在股份分红时进行

发放。“一旦村民拒不执行村规

民约，精神文明奖将扣发，以此

来约束大家的行为。”刘湛洪说。

多番努力下，在佛山市去年

“美丽文明村居”验收工作中，劳

边社区以满分通过验收。

姓名：陈兆辉

职务：丹灶镇东联社区党委书记

事迹：通过榕树头议事，创新“党员户

联系”形式，听民情、纾民忧、解民困，

动员广大村民投身社区治理，齐当社

区“话事人”，同时不断推进村级工业

园改造，“腾笼换鸟”助推片区产业升

级转型驶入“快车道”。

“村级公园建设后，期待配套健身设施也能

快点到位。”“村前路一直没有路灯，不知道有没

有办法解决？”在丹灶镇东联社区拾陈经济社榕

树头议事厅现场，社区党委书记陈兆辉总是耐

心聆听村民提出的意见声音，记录在册并争取

逐一落到实处。

这位总是充满干劲的基层一把手，通过榕

树头议事，创新党员户联系形式，广泛听取社

情民意，动员广大村民投身社区治理，齐当社

区“话事人”，同时不断推进村级工业园改造，

“腾笼换鸟”助推片区产业升级转型驶入快车

道。

人物档案

当好村域发展“领头雁”
建设文旅共融“后花园”

姓名：刘湛洪

职务：丹灶镇劳边社区党委书记

事迹：发挥“领头雁”作用，带领党员干

部投入社区各项建设中，为村民打造出

“五星级后花园”，推动沙水村文旅协同

发展，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人物档案

每逢节假日，丹灶镇劳边社区沙水村便人

头涌动，来自珠三角各地的游客纷纷到此打卡

拍照，这座古村的深厚文化底蕴和良好的生态

环境深受游客喜爱。近年来，劳边社区党委书

记刘湛洪带领党员干部，积极投身社区基层治

理，带动村民踏上乡村振兴之路。

刘湛洪是劳边社区经济发展“领头雁”。十

年来，在他和同事的努力下，劳边社区建成了翰

林湖农业生态公园，并先后创建成为美丽文明

村居示范村、古村活化升级试点村，以及乡村振

兴特色精品示范村，目前正在创建广东省人居

环境示范村。此外，社区也先后完成多项美化

工程，群众生活的环境变得更美了，发展也步入

了快车道。

陈兆辉 榕树头听取社情民意
高质量推进产业升级

劳边社区地处丹灶

镇大金智地片区西侧，

丹灶城区东边，是城乡

融合发展的重要区域。

如何抓住区域优势和环

境优势，带领村民共同

发展一直让刘湛洪不断

思 考 。 时 间 拨 回 到

2014年，翰林湖农业生

态公园启动，2000亩原

本被分散出租的鱼塘和

田地收回，统一出租给

开发公司，规划建设农

业公园。公园保留农耕

元素，并且集中建设了

水道、花海、生态绿道，

原本的农业能手被聘请

到公园上班，参与种植、

管养、收割工作，解决了

大约20人的就业问题，

该公园也成为了大金智

地片区的“后花园”和丹

灶的生态明珠，如今更

成为丹灶一张休闲娱乐

文旅名片。

如今，劳边社区村

容村貌不断提升，村内

绿意盎然、鱼跃鸢飞，

此外，该社区还在提升

“面子工程”的基础上，

将“底子工程”同步进

行。去年5月，沙水村

还重点打造了环村水

道，建设小型污水处理

设施，并在村内铺设管

网收集、处理生活污

水。村内的池塘也全

部清淤，塘边小路建成

沿河栈道。“你知道这

水是哪里来的吗？这

都是我们村的污水经

过集中处理排出来的，

处理后就达到二类水

标准了。”刘湛洪介绍，

鉴于“父子双翰林”的

文化底蕴和生态环境

优势，接下来劳边社区

将开发古村旅游项目，

探索出一条文化与生

态高度融合的旅游发

展新路径。

未来，劳边社区

将与周边社区一起发

力，形成乡村振兴发

展纽带，并计划融入

翰林水道游船水岸景

观和污水处理系统，

使其有机结合，充分

展示丹灶生态文明建

设成果。

带领村民参与环境治理

打造新环境引领乡村振兴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 吴玮琛

■刘湛洪（左

二）查看清淤

护岸工程。

东联社区占地约

5.6平方公里，辖区内的

11个村级工业园区面积

约占整个社区1/3，其中

1300多间企业以传统五

金产业为主，多为小型

企业。如何推动村级工

业园改造驶入快车道，

实现华丽转身，成为陈

兆辉等社区干部经常思

考的问题。

“五金行业是丹灶

传统产业，曾经缔造过

一个辉煌的年代，但目

前辖区内五金企业普遍

存在产业低端、劳动力

密集、发展空间窄等问

题，转型升级是必要的，

也是迫在眉睫的。”陈兆

辉表示，借着全区吹响

村级工业园改造的号

角，希望能通过整合出

一片具有规模性的现代

化工业园区，引进高质

量、高品质、高产值的新

兴企业，特别是安防五

金、日用五金，医疗设备

等高质量五金产业，擦

亮丹灶镇“中国日用五

金之都”金字招牌。

产业升级，配套先

行。据介绍，东联社区

目前正密锣紧鼓地对工

业园区周边道路进行摸

查，未来将对交通路网

进行重新的设计，完善

下水道、路灯、污水管道

等硬件设施投入，为村

级工业园改造提升夯实

基础。

此外，社区加大对工

业园区的“三合一”厂房

的整治，切实消除消防安

全隐患黑点，同时持续严

抓园区厂企的环保审批

手续，改善园区环境。未

来，还将利用互联网技术

和AI智能分析等高科技

手段，借助移动互联网平

台技术，对辖区园区大气

污染、水污染、消防安全

等方面进行信息化智能

管控，推动村级工业园管

理升级。

“村改就是‘腾笼换

鸟’，东联想走一条创新

的道路，在原有工业园

区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升

级，升级好园区这个

‘笼’，吸引更多高新产业

的落地。”陈兆辉表示，希

望能以村级工业园升级

改造为突破口，书写好

“拆”“建”“改”三篇文章，

加快探索出一条高质量

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榕树头议事促振兴

■开展榕树头

议事，聆听村

民声音。

通讯员供图

推动村改驶入快车道

刘湛洪

文/珠江时报记者吴泳通讯员何庆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