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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5月起，佛山市南海

景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景隆公司”）共142名在职党员

陆续到樵泰社区报到。樵泰社区

党委高度重视，安排专人负责，落

实建立微信群和一人一档资料册

等对接工作，同时根据在职党员的

个人特长和社区实际需求，精心设

定在职党员服务岗位，确保每名在

职党员发挥所长，积极做到亮身

份、亮职责、亮承诺，为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社区贡献力量。

景隆公司政工党支部书记刘

永祥在公司工作了将近30年，业

余时间只要有空，他都积极参与

樵泰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对于此

次在社区报到领岗，他非常开心，

“党员下沉到社区，能更好地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帮助社区解决管

理和服务等方面的问题，让家园

变得更和谐、美丽。”

“这个交叉路口，刚好一侧是

工地出入口，设置多个凸面镜更

为安全。”报到后不久，景隆公司

党委书记温碧峰、党委副书记曲

海华等与樵泰社区干部走上大

街，针对人居环境整治、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景观小品建设点的选

址等方面建言献策，为社区基层

治理增添活力。

送凉茶给防疫值守工作人员

降温消暑；探访慰问社区残疾居民；

制作点心送给独居高龄长者……自

报到领岗后，景隆公司在职党员

纷纷利用空闲时间，积极参与到

社区基层工作中，把党的声音和

温暖传递给社区居民，打通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接下来，樵泰社区党委将依

托这一工作机制，以“书记项目”

为载体，聚焦“一报到两认领双管

理”工作要求，结合在职党员的实

际情况和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

在党群活动中心建立“红桥”工作

室。工作室将在完善在职党员档

案管理、开展关爱恒常服务、收集

社情民意、组织志愿服务等方面，

积极创新服务方式，打造成为报

到党员开展社区服务的主阵地和

密切党群关系的“连心桥”。

一直以来，樵泰社区党委与

景隆公司党委密切沟通，多年来

开展的“社企携手促和谐”党建项

目更是社区的活动品牌之一。樵

泰社区党委书记曾丽群表示，此

次更是借助在职党员“一报到两

认领双管理”的工作机制，以“红

桥”工作室为服务载体，筑起连心

桥，共建党群情，让在职党员积极

参与社区治理和志愿服务，展现

党员们的责任与担当，同时让居

民的心声有人听、有人解，共同的

家园有人爱、有人护，描绘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区图景。

文/珠江时报记者何泳谊

通讯员李淑霞 梁奇强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泳谊

通讯员/李韵晴）“楼下餐饮店

油烟直冲上来楼上，十分难闻，

而且噪音也很大。”日前，官山

城区某小区业主向西樵城市管

理局反映楼下餐饮店油烟污染

和噪音问题严重，希望能尽快

整改。6月11日下午，西樵城

市管理局执法队员联同油烟监

测专业人员来到官山城区，对

该餐饮店进行油烟和噪音监

测，并对之前未安装油烟净化

器，被责令整改的餐饮店进行

“回头看”。

早前，结合市民投诉黑点，

执法队员对镇内的临街餐饮店

进行了全面检查，主要对店铺

营业时段、油烟净化设施安装

使用等情况进行摸底排查。

在排查过程中，执法人员

督促餐饮店相关负责人对可立

即整改的问题进行整改，并如

实填写检查记录表，建立检查

记录档案，指导餐饮企业按照

相关规定开展自查自纠，消除

安全隐患。

据悉，西樵城市管理局建

立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长效管

理机制，加强对餐饮店铺油烟

的日常监管，对已安装了油烟

净化设施的商家，要求其定期

对油烟设备进行清洗及保养；

对未安装油烟净化设备的商

家，责令其限期整改，对于拒不

整改的将严查处理，打击油烟

扰民和油烟污染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

一款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

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设

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

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

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的，

执法部门将依据处罚条例，责

令其改正，可处5000元以上5
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业整治。

下阶段，西樵城市管理局

将继续加强巡查监管力度，定

期开展巡查执法，巩固执法成

果，全力做好油烟防治工作，切

实解决餐饮业油烟污染问题，

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为广大市

民营造宜居、宜游、宜商的生活

环境。

西樵镇儒溪村党委书记陈旺弟带出一条南海区乡村振兴精品示范村

借群众力量 铺就乡村振兴之路

振兴乡村
通民意始于脚下
群众被动变主动

姓名：陈旺弟

职务：西樵镇儒溪村党委书记

事迹：乘乡村振兴战略的春风，陈旺弟

充分发挥党员、妇女代表、经济社社委

成员等先进力量，高质量推进乡村振

兴各项工作。2019年，儒溪村被列入

南海区乡村振兴精品示范村。

人物档案

“昨天完成硬底化的东面新屋区环境整治就是一

大胜利。”“还有一名群众今天出来表态，自愿拆除破旧

危房腾出公共空间。”西樵镇儒溪村党委书记陈旺弟习

惯用文字记录下村里发生的变化。这位有“文艺范”的

村委书记，充分发动党员、妇女代表、经济社社委成员

以及群众的力量，带领儒溪村在乡村振兴之路上走出

自己的“范”。

动员群众 带领巾帼干部和志愿者
撑起“半边天”

■“垃圾分类，绿满万家”儒溪村垃圾分类活动启动，陈旺弟与村里的党员志愿服务队一起参与。 （受访者供图）

每天“泡”在村里，走街串

巷，与村民沟通，了解情况；时

常加班到深夜，不断收到村民

的电话或者信息，是陈旺弟的

工作常态。这样的常态，从她

2004年担任儒溪村妇女主任

时开始。她说自己3年时间

完成了6年的工作。恰恰是

那段时光，为她积累下深厚的

群众基础。

通民意始于脚下，绕村走

一圈，她总能从群众那里听到

不少建议或问题，这些都是满

满的收获。比如前段时间，她

在巡村时发现，去年进行过人

居环境整治的槎谭经济社街

巷边，剩下很多群众不舍得扔

的大头菜缸以及零散种植的

粽叶树。于是，她通知该经济

社的社长、社委、党员和妇委

召开现场会，要他们现场表

态，先自愿带头清理自家的大

头菜缸和粽叶树，然后贴出公

告，通知该经济社所有家庭，

两天之内统一清理完毕。清

理结束并完成硬底化之后，街

巷豁然开朗。

3月1日，儒溪村的人居

环境整治开始复工。与此同

时，鱼塘的看护房改造也进行

得如火如荼。一开始，有村民

反对改造，认为改造后的面积

要比原先的面积小。陈旺弟

耐心向其解释原因，几番说服

后，这位村民终于点头。

今年，儒溪村计划完成

200个看护房改造。为了更

好地推动这项工作，陈旺弟将

立新经济社作为示范点，改造

出30个看护房，让其他经济

社的村民看到改造后的效果，

放下顾虑。不少村民看到改

造后的看护房干净整洁，而且

还画上了美丽的图案，纷纷主

动联系她，要求改造自家的看

护房。

在陈旺弟的带领下，从群

众不理解、不接受，到党员、经

济社社委带头做，再到群众主

动要求做，儒溪村村民的自觉

性随着乡村振兴的进程不断

提升。

2019年，儒溪村的妇女干

部与巾帼志愿者们利用推进人

居环境整治时整理出来的两处

村心土地打造了两个“爱心菜

园”。春节前，陈旺弟带队将爱

心菜园的第一批蔬菜送到村内

的孤寡老人家中。疫情防控期

间，这个菜园为居家隔离人员提

供了暖心的蔬菜。

除了爱心菜园，儒溪村还有

由妇女干部和巾帼志愿者一起

种植的爱心葵园和用花草装饰

起来的示范路。她们为儒溪增

添了一道道靓丽的风景。

疫情防控期间，陈旺弟早、

午、晚都会将村内所有岗亭巡查

一遍，给值岗人员带来欢乐的同

时，也会发动村里的党员、青年

和巾帼志愿者参与值岗。

“我们村的女人都是很厉害

的，她们做起事来非常爽快！”每

当提到儒溪村的妇女干部和巾

帼志愿者，陈旺弟总是赞不绝

口。她也经常更新自己制作的

课件，为党员、经济社委代表、妇

女骨干等上课。在她的鼓励和

带领下，村里有越来越多的妇女

站出来，为儒溪村的发展出力。

赵家经济社社长老桂婵就

是这些女将中的一员。2018年

年底，该经济社有一家首饰厂因

经营不善倒闭。在处理完土地

合同问题后，她向陈旺弟提议将

这片土地用于建设新的幼儿

园。这个提议让陈旺弟耳目一

新，因为她多年在寻找建设幼儿

园的合适用地。得到陈旺弟的

肯定后，老桂婵与经济社成员、

党员商量筹备了短短两个月，就

交出一份周全的方案。

“你们在这里看到的

画，画的都是我们村的景

色……”陈旺弟引以为豪

地说。在儒溪村党群服务

中心的墙上，挂着超过 40

幅依据儒溪景色而创作的

国画。

实际上，陈旺弟还拥有

西樵文学协会会长和南海

作家协会副主席身份，妥妥

的“文艺范”。就连动员群

众进行人居环境整治时都

有她的风格。

人居环境整治复工后，

她动员攻克的第一个难点

就是基边经济社广珠铁路

地的脏乱差。每当有进展，

她就撰文表扬和感谢参与

清理的社委干部、党员和群

众，让清理队伍大受鼓舞。

最终，该区域在5月完成清

理，并完成硬底化。

此外，她还计划把儒溪

村的乡村振兴故事全部写

出来，邀请作家记录党员、

巾帼志愿者和青年志愿者

的故事；将人居环境整治的

对比图拍摄、展示出来；在

村口的建筑上画上美丽村

居的手绘画……在她眼中，

儒溪村的乡村振兴之路是

彩色的，是儒溪村的党员、

群众、经济社骨干、妇女骨

干及青年骨干共同勾画出

来的。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欧晓敬 文/珠江时报记者钟泽诗

讲好故事 为儒溪乡村振兴
注入“文艺范”

景隆公司142名在职党员陆续到樵泰社区报到，参与社区基层治理

党员下沉社区 用心服务群众
餐饮场所超标排油烟将被追责
西樵全力做好油烟防治工作，切实解决餐饮业油烟污染问题

■樵泰社区党委组织属下各支部党员和景隆公司在职党员，探访慰

问社区残疾居民。 通讯员供图

■西樵城市管理局执法队员联同油烟监测专业人员，对官山城

区某餐饮店进行油烟和噪音监测。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