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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社区视窗

（1）前往乐善九江创益中心403室领取

并填写项目申报表。

（2）关注“乐善九江创益中心”，选择项

目征集推文，点击“阅读原文”，下载并填写

项目申报表发送至邮箱lsjjcyzx@163.com。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何

美芬）5月17日一大早，九江镇

敦根社区的党员、居民志愿者

来到新投放的垃圾分类投放

点，开展蹲点宣传引导志愿服

务，增强社区居民对垃圾分类

知识的了解，带动大家参与垃

圾分类。

早上7时，敦根社区党总支

书记李志宏带领志愿者来到各

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开展服务。

敦根社区两委干部、党员志愿

者郭文洪拿着一叠宣传单张，

一看到有居民路过便上前向他

们派发宣传单，并热情地介绍

垃圾分类流程，详细讲解可回

收物、餐余垃圾、有害垃圾、其

他垃圾的分类方法，引导大家

争做生活垃圾分类的倡导者、

参与者、宣传者。

几名拿着垃圾袋的居民刚

走近垃圾分类投放点，李志宏

便主动迎了上去。“如果是可以

回收利用的一般生活废弃物，

如废纸、废塑料等，要投放到绿

色的垃圾箱，其余的是灰色。”

李志宏一边向居民讲解分类知

识，一边现场演示投放点的操

作流程。按照指引，居民将塑

料袋里的剩饭剩菜拿到厨余垃

圾投放口，按下旁边的按键，投

放口挡板自动感应升降，无需

人工打开。投放完垃圾后，还

可以到旁边设置的洗手池洗

手，全程干净卫生，体验过的居

民纷纷点赞。

“街坊们平时工作忙，早晚

出门倒垃圾的人比较多，所以

我们的志愿宣传活动都安排在

早上7时至8时、晚上7时至8

时两个时间段，从5月17日到

22日，社区党员、居民志愿者会

蹲点在各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展

开宣传。”郭文洪介绍。

据了解，从5月15日起，敦

根社区11个垃圾分类投放点正

式投用，连日来，社工、社区工

作人员积极入户开展垃圾分类

宣传。为鼓励更多社区居民参

与志愿服务，该社区创新设置

“善美卡”，将卡片派发给注册

志愿者，实现志愿服务积分管

理。志愿者可通过参与服务获

得积分，积分可兑换礼品或其

他服务。

“通过‘善美分’，形成奖励

制度，激发更多居民参与到垃

圾分类宣传中来。接下来，我

们还将撬动更多社会资源，带

动企业也参与到‘善美分’的积

分制度中去，推动垃圾分类工

作全民参与。”郭文洪说。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沈芝

强 通讯员/陈国杰 摄影报道）5月

18日，记者从九江水南社区获悉，

该社区投入300多万元，对河涌护

岸进行绿化美化和对田头棚进行改

造升级。

记者走进水南社区龙一经济

社，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乡村

道路，龙一公园附近有3个村边鱼

塘得到了活化升级，浮在水面上的

荷叶与蓝天白天相映成趣。从龙一

经济社穿过的河涌，一侧涌边打满

了木桩，岸边的杂草被清理干净，种

上了燕尾草、水芋等植物。

水南社区党委委员崔毅纯介

绍，今年初，社区利用乡村振兴项

目，对河涌进行绿化，预计绿化达

10公里，“等到七八月份，到时候涌

边会开满花，很漂亮。”

而河涌靠近马路的一侧，目前

社区已聘请专业设计公司对护岸进

行美化设计，投入300万元，在原有

的基础上融入岭南水乡特色。“这些

护岸有些比较老旧，但是很有历史

感，我们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在

这些基础上进行设计升级，美化的

同时让资源更有效利用。”崔毅纯

说，预计6月动工，今年内能完成，

届时将进一步擦亮“和善水南”品

牌。

为做好环境工作，水南社区一

直采取疏堵、治理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治水。在疏堵方面，该社区在前

期排查中，发现有多家五金、家具等

企业存在严重的污染问题，于是利

用租期满、上门劝说等方式，劝离了

11家污染较大企业，从源头上做好

污染防治工作；在治理方面，社区充

分利用人大代表等资源，协调政府

部门做好罗客涌黑臭污染治理工

作。“只有从污染源头上做好防治工

作，加上日常治理，才能让社区环境

更好。”水南社区党委书记崔永成

说。

“现在河涌边都那么漂亮了，

种满了好看的植物，不再是杂草丛

生。”村民崔倩仪为社区的护岸绿化

美化工作点赞道。

水南社区：
投入300多万元升级河涌护岸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沈芝

强 通讯员/关文轩）偷倒工业垃圾、

私挖水井……面对这些违规行为，

九江南金社区网格团队迅速出击，

快速处理，保障社区环境安全和居

民正常生活。

近日，南金社区网格巡查员在

新兴垃圾站发现有人偷倒大量泡沫

板，于是将偷倒垃圾人员截留住，但

这些人否认工业垃圾是他们倒的。

巡查员将情况上报智慧社区工

作站，社区处置员迅速赶到现场调

查处理。通过查看相关监控录像发

现，偷倒泡沫板的正是现场被截留

的人员。据了解，他们是新兴垃圾

站对面工厂负责维修厂房屋顶的工

人，为贪图方面，他们就把厂房屋顶

拆出来的泡沫板运到垃圾站偷倒。

在事实面前，偷倒人员只好承

认了违法行为，处置员对他们作出

严厉警告，同时责令他们将偷倒的

工业垃圾清理干净。

在日常巡查中，南金社区网格

巡查员会细心发现存在的安全隐

患问题。近日，巡查员在南金建

业二路进行厂企巡查时，发现一

家经营制冰加水的店铺违规在马

路上进行钻探施工，疑似在公共

道路上私挖水井。

由于该路段属于工业园区的

主要道路，日常有大量的大型拖车、

大型货车等经过，该制冰店的行为

可能会造成该处地底抽空，导致出

现路面下陷的严重事故。

巡查员立即将情况上报网格

化平台，社区处置员接报后迅速前

往现场查看并制止该店的违法行

为，并与随后赶到的城管执法人员

对该店进行处理。

近日巡查员到该店复查，确认

该店已停止相关钻探工程，并将开

挖的地面恢复了原貌，违法钻探行

为得到了及时的处理，消除了安全

隐患。

南金社区：
偷倒工业垃圾 路上私挖水井
网格巡查员及时发现处理

■整治后的河涌环境优美。

南金社区社会治理网格化通讯录

村居

南金

网格名

第一网格
（新兴工业
园网格）

第二网格
（尚中先锋
区网格）

第三网格
（田心先锋
区网格）

网格长

谭永禧

谭朗标

谭喜津

巡查员

崔庆锋

谭念发

崔建基

李映芬

李庆华

谭志华

联系电话

13450788623

13435412377

18138336746

18988656930

18138336747

18688219793

副站长

谭朗标
1392866
6489

坐席员

谭晓珍
1379408
2313

快来组队搞项目
为社区发展出份力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何

美芬 通讯员/珈蒽）2020年九江

镇社区微治理创投大赛开始

啦！记者从九江镇社会工作委

员会获悉，目前大赛项目正在火

热征集阶段，社会组织、协会、团

队等只要有兴趣参与公益服务，

均可参与到本次活动中，凡经现

场评审核准获得资助资格的项

目均可获得5000元资助。

近年来，九江镇积极探索基

层自治模式，2019年，全镇社区

微治理创投10个社区社会组织

共开展服务153场次，服务社区

居民5146人次。其中，广大公

益组织积极践行项目理念，构

建了基层善治的良好局面，有

的志愿者主动为独居老人送关

爱；有的陪伴孩子走向社会，让

孩子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有的

则参与到环保服务中，传播绿

色环保理念，助力文明创建。

为激发社区社会组织的活

力，协同解决社区公共问题，共

建共享幸福社区，九江镇即日

起启动社区微治理创投大赛项

目征集活动，凡对社区建设有

想法、有热诚的居民、组织均可

报名参与。

本次大赛资助范围包括社

区环境改善、社区公共卫生、社

区公共安全、社区邻里互助及文

体康乐、志愿队伍培养等。申报

截至5月29日17:00。有兴趣

的市民可前往乐善九江创益中

心 403 室 或 提 前 致 电

86505513，向社工了解详情。

为进一步回应社区发展需要，动员

全民参与社会治理，共同推动人居环境提

升，助力乡村振兴，九江镇社会工作委员

会主办，乐善九江创益中心、北达博雅社

工中心承办“2020年九江镇社区微治理

公益创投大赛”，旨在激励社区居民、社

区组织等发现社区问题，并根据需求提

出社区微治理项目方案。获批通过的项

目将获得启动资金，实践社区微治理，为

社区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社区环境改善
结合“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开展

村居环境治理、水资源保护、垃圾分类、

公共空间美化等生态环保服务。

●社区公共卫生
结合疫情防控及社区居民在卫生

与健康方面的需求，开展社区居民健康

管理、健康教育等服务。

●社区公共安全
围绕社区范围内常见的公共安全

问题，如交通混乱、高空抛物、通道堵

塞、车辆乱停放等问题开展治理行动。

●社区邻里互助
针对社区内特定人群开展互助类

服务，如爱心送餐、邻里餐桌、精神障

碍患者社区适应服务等，以营造社区

互助氛围。

●其他
社区文体康乐服务、志愿队伍培养等。

敦根社区：
志愿者蹲点宣传 引导街坊参与垃圾分类

■志愿者引导居民分类投放垃圾。 受访者供图

1 大赛介绍

2 资助范围

3 申报细则
●申请主体

九江镇内所有正在有效运作的社区社

会组织、协会、团队。

●资助金额
凡经现场评审核准获得资助资格的项

目均可获得5000元资金，另外有机会获得

镇内热心企业或个人的资金、物资等支持。

●申报时间
即日起至5月29日（周五）17:00，逾期

不予受理。

4 申报渠道

（1）项目申报：即日起至5月29日

（2）项目初审：6月3日

（3）项目答辩：6月19日

（4）项目优化：6月22日~26日

（5）项目公示：6月29日~7月3日

（6）项目签约：7月6日

5 申报流程

本次创投不予支持以下内容：

①已有其他政府资金支持的项目，大

赛不重复支持。

②不支持固定资产（硬件设备）的购置。

③不支持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悖的项目

和活动。

6 说明

九江社区微治理创投大赛项目启动征集九江社区微治理创投大赛项目启动征集，，通过评审可获得通过评审可获得50005000元资助元资助

联系方式

电话：86505513 联系人：吴姑娘、朱姑娘

地址：九江镇儒林东路乐善九江创益中心403室

制图/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