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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B02 重点重点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带来了巨大困扰和挑战。

面对挑战，桂城迅速行动，凝心聚力，创新方式方法，为群众筑牢抗疫“防护网”，同时做好复工复产工作。于是，

我们看到了新学校投入使用、千灯湖灯光工程亮灯、高铁公园建成开放、夏北永胜旧村改造项目启动建设……充分展

示了桂城的澎湃力量。

回眸2020年，总结经验，是为了走好未来之路，凯歌高奏；吸取教训，是为了在未来的每一个台阶上扎稳脚跟，

砥砺奋进传佳音！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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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

责任。疫情发生时，桂城街道

党工委紧急号召党组织和党员

发挥作用，建立“社区党组织-
党支部-党员小组”三级党建网

格，快速搭建起以基层党组织

为领导、以党员干部为骨干的

联防联控体系，牢牢守住第一

道防线，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社区党组织作为桂城的一

级党建网格，充分发挥龙头作

用，组织开展好辖区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如灯湖社区党委下

辖4个社区党支部、8个“两新”

组织党支部、党员263人，社区

党委组织带领社区党员、街坊

会党员骨干、党员楼长、物管人

员组成党员志愿服务队，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疫情

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为此，桂城成立38个临时

党支部，尤其是在老旧小区、无

物业管理的自管小区和单体楼

等防控力量相对松散和薄弱的

环节，指导各城市社区在前线

工作单元成立疫情防控临时党

支部，能更有效地筑造群防群

治的严密防线。此外，桂城各

党员小组担当起“先锋队”，在

闸口检测岗、信息摸查岗、监督

巡查岗、关爱慰问岗、后勤支援

岗上冲锋在前，哪里有防控，哪

里就有党员。他们用实际行动

影响和带动身边的人，急群众

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积极当

好群众的“贴心人”和“主心

骨”。

2020年3月2日，桂城街

道党工委书记、桂城街道党员

志愿服务队队长麦绍强签发了

《2020年桂城党员志愿服务队

2号倡议》，倡议党员要一鼓作

气、坚持到底，以必胜的决心守

好每一道关卡，以坚韧的意志

筑牢每一条防线，以谨慎的态

度堵住每一个漏洞，切实做到

“疫情不退我不退”，不获全胜，

不下火线。

此前，桂城还出台了《桂城

街道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中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的工作方案》，发起岗位值

守、送温暖、宣传巡查、劝留排

查等党员志愿服务4项行动，

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率先带头群

防群治、联防联控，恪尽职守、

坚守岗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据统计，自发起4项党员

志愿服务行动以来，桂城“红马

甲”遍布全城，辖区58支机关、

社区党员志愿服务队发动逾

6000多名党员参与到疫情防

控中，超10万人次参与岗位值

守。正是有了缜密的“策略”和

勇于冲在一线的义工和志愿

者，桂城街道党工委荣获广东

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和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以高质量党建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
疫情防控期间，桂城以党建引领、群防群治为抓手，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向更高水平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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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让我们的生产生活按下了“暂停键”，一时间，
全国上下共同战“疫”。在这场疫情防控中，桂城
逾6000名党员志愿者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
头作用，主动请战坚守一线，带动群众积极投身疫
情防控中，构建起群防群治的社区防疫堡垒。

同时，桂城作为南海的中心城区，流动人口
多、外来务工人员多，基层治理压力大。桂城紧紧
抓住党建引领这个根本，开展摩电整治、智能社区
建设等工作，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向更高质量、更高
水平迈进。

“波叔，可不可以帮忙写几

张疫情防控宣传标语？”2020
年1月23日，桂城灯湖社区老

党员麦志波接到了灯湖社区党

委委员、创熟专干刘伟伟发来

的一个紧急任务：因新冠肺炎

疫情逐渐加重，社区希望加强

宣传，在物业小区内贴出宣传

标语，但此时的广告公司都已

放假无法制作横幅，希望作为

该小区书画之家义教老师的麦

志波能帮忙手写标语。

闻言，麦志波一刻都不怠

慢，找出了写挥春时剩下的红

纸写标语。一张不够，就把两

张拼起来；从下午写到深夜，

他把社区所辖10个物业小区

的横幅都写好了。第二天，这

些特别的宣传标语就挂在了

各小区入口的显眼处。

这只是疫情防控期间桂

城灯湖社区党员尽己所能服

务居民的一个例子。疫情发

生以来，桂城不少社区党委充

分发动三级红色网格力量，组

织带领社区支部党员、街坊会

党员骨干、党员楼长、物管组

成党员先锋队，充分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疫情

防控阵地高高飘扬。

例如，在翠颐社区，党员、

楼长以志愿服务的形式，陆续

到小区的关卡点支援，为居民

测量体温；林岳社区党员志愿

服务队响应号召，加入到志愿

服务的行列中，他们自制凉

茶、暖心汤等，送到社区工作

人员、岗站工作人员手中……

桂城这群“红马甲”响应号召，

用实际行动守护着家园。

根据统计，桂城打造了14
个小区党建阵地，有效地把社

区党建工作下沉到小区，从而

打通城市基层党建“神经末

梢”，让党旗在住宅小区高高

飘扬。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座城

市的核心竞争力。当前的城市

间竞争不仅要拼营商环境、拼优

惠政策，还要拼社会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对桂城而言，党员志

愿者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

的引领作用，而街道层面全方位

开展的平安智能社区建设、摩电

整治等工作，更是把基层治理推

向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2020年 3月 25日，桂城

街道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暨

平安智能社区建设工作会议，提

出以健全社区治理体系和推进

平安乡村建设为主线，深化农村

社区智能化、精细化治理，将城

市小区的封闭式管理模式延伸

到农村社区。目前，22个农村

社区基本都完成了物理围闭，还

有个别经济社在推进中，共计设

置主要车辆出入口近300个，

有效强化了社区的精细化管

理。此外，22个农村社区均已

启动智感安防建设，其中12个
社区已进入项目预算编制阶段。

作为南海中心城区的桂城，

在疫情防控期间实施了一系列社

区封闭管理措施，对加强流动人

口管理、强化基层综合治理等起

到非常明显的作用。在这些经验

基础上建设平安智能社区，全面

落实人防、技防、物防、信息防、制

度防的“五防”重要举措，将有望

补齐农村社区社会治理的短板，

达到精细化治理、智能化服务、网

格化覆盖的治理效果。

“希望生活在农村也能享受

到城市化管理服务。”麦绍强表

示，平安智能社区建设工作是桂

城的重要突破口，希望通过发挥

现代信息化优势，以“智能+”为
抓手，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水平

和能力，同时，借助“城市大脑”

实现大数据和智能化管理，破解

基层治理难题。

同样在基层全面铺开的还

有这项工作——摩电整治。9
月27日，桂城举行摩电整治工

作动员大会。会上公布了《桂城

街道全面深化摩托车及电动自

行车交通安全综合整治工作实

施方案》（征询意见），成立桂城

街道摩电交通安全综合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要求各社区、各部

门分工协作，以更大的工作力度

和更强的工作措施开展摩电交通

安全综合整治。经过数月的努

力，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电动自

行车销售企业签订了“质量承诺

书”，并在26个大市场设置交通

劝导牌；教育部门也动员学校与

学生、家长签订承诺书，增强对接

送家长群体进行安全宣传教育。

同时，为有效消除摩电交通

事故隐患，交警部门、市政部门

对道路全面开展隐患排查，重点

解决非机动车道被占用、破损、

衔接位不平顺等问题，提升改造

4条道路、8个路口，规划建设了

64个摩电待行区和500个非

机动车停放点，提供非机动车停

车位8800个，使得市民出行更

有保障，进一步推动摩电整治工

作。接下来，桂城将继续坚持问

题导向，推动属地责任落实，加

大重点区域摩电交通安全综合

治理力度，实现“一降、一升、一

个不发生”的工作目标。

●桂城提升改造 4条道

路、8个路口，规划建设了

64个摩电待行区和500
个非机动车停放点，提供非

机动车停车位8800个，

使得市民出行更有保障。

数读桂城
防疫成效

●在疫情防控中，桂城逾

6000名党员志愿者充分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主动请战坚守一线；

●目前，22个农村社区基

本已完成物理围闭，共计设

置主要车辆出入口近300
个，有效强化了社区的精细

化管理；

制图/江静雯

党建引领
超6000名党员志愿者坚守一线

基层治理
借助“城市大脑”破解治理难题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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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里处处出现党员身影

“出入有人脸识别系统，社

区进行了全围蔽，感觉住在这

里更安全放心了。”近日，记者

走访桂城街道西约社区，这是

采访过程中听到最多的一句

话，可见居民对社区工作的肯

定和点赞。

西约社区是典型的城中

村，户籍人口只有3千多人，但

常住人口就有近万人，有不少

居民自建房，也有众多出租屋，

外来流动人口数量不少，以往

社区是开放式的，出入口众多，

此外，西约社区内车辆乱停放

等问题比较严重，许多市民常

常从西约社区借道去桂城医

院、 岗公园等，加上外来务工

人员多，管理难度较大。

2020年6月初，西约社区

启动平安智能社区物理围闭工

程，安装近600米钢栏杆，使西

畔、翰林和福庆村形成围闭式

小区，只留下4个主要出入口

进出，这些出入口都安装有人

脸识别和车辆进出装置，实现

智能监控。

“人员出入基本可以刷脸

通过，因为我们开发了软件由

手机自动录入人脸识别，识别

一次登记之后都有他们的资

料，特别是人员和车牌资料。”

西约社区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在西约监控中心看

到，满屏的视频监控着整个社

区，通过智能监控平台，街道上

的车辆、人员等都看得清清楚

楚。“这辆车违规停放了，马上去

处理。”在屏幕上，监控员发现了

违规停放车辆，马上打电话叫治

安队员处理，几分钟就处理完

毕，便捷高效。

深化农村社区智能化、精

细化治理，这是桂城大力推广

的重点工作。据悉，包括西约

在内的22个农村社区基本已

完成物理围闭，实现人员、车辆

出入有迹可循，辖区安全管理

规范有序。

农村社区基本完成物理围闭

■西约社区街巷干净整洁，智能监控每个角落。珠江时报记者/李冬冬摄

■同德社区党员志愿者黄伯与自治小组刘姨排查整理小区居住情况。通讯员供图

■尖东社区热心党员楼长为小区物管送上爱心糖水。 通讯员供图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冬冬通讯员杜建新叶满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