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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沥盐步挂牌省儿童友好示范社区
盐步社区以儿童活动场地和儿童服务为切入点，
搭建起家长和儿童交流成长的平台

社区妇女儿童
有了专门活动阵地
“阿姨，您的血压正常，不用
担心。”在揭牌仪式开始前，龙涌
一村文体楼前已聚集了不少街
坊，他们在现场体验了盐步社区
多部门及组织设摊提供的法律咨
询、
义诊、
义剪等服务。
随后，市、区、镇妇联相关负

责人及到场嘉宾共同为盐步社区
荣获广东省
“儿童友好示范社区”
揭牌。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
是未来社
会的栋梁。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
重家风”
的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广
东省儿童发展规划（2011- 2020
年）》目标要求，广东省妇联根据
《广东省儿童友好社区评估标准》，
于今年 5 月命名 79 个社区（村）为
2017 年度广东省“儿童友好示范
社区”
，
大沥盐步社区等4个来自佛
山的社区榜上有名。
大沥镇盐步社区一直以来
都非常重视儿童的需求和权益，
为了给社区儿童营造一个健康、
快乐、平等、和谐的生存和成长
环境，盐步社区党委、居委会及
妇联整合多方资源，在 2015 年

将原来盐步乡府办公场地改造
交通安全知识，
很多图标的含义他
活化成为了专门的社区儿童妇
都知道了。”
盐步龙涌三村村民卢
女活动空间——盐步社区棉花
小姐告诉记者，
社区里举办的相关
巷活动中心，并引入一支为数 3
教育讲座和品德训练营她会尽量
人的专业社工团队为社区妇女
为孩子报名，
她觉得盐步社区被命
儿童提供服务。
名为 2017 年度广东省“儿童友好
活动中心主要以辖区内 3 到
示范社区”
实至名归。
12 岁儿童（本地及外地）为服务对
据 了 解 ，盐 步 社 区 在 创 建
象，开展多样有趣的主题活动。 “儿童友好示范社区”的过程中，
同时，社区妇联也常态化参与到
不仅积极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和
社区儿童活动中心的服务和管理
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形式多样的
工作当中，时刻跟进儿童服务情
兴趣活动、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及
况，正面回应社区儿童各方面的
儿童安全主题活动，还经常开展
需求。
家庭教育和亲子活动，提升家长
的家庭教育能力，促进亲子关系
健康发展。
活动丰富多样
“接下来，盐步社区还有以反
助力儿童成长
校园欺凌为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
贯穿整个暑期，希望通过这些活
“前天我儿子参加了社区举办
动，
能让社区儿童真正增强自我保
的安全教育小组活动，
学到了不少

护意识，对校园欺凌说不，进而预
防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
盐步社
区党委委员、妇联主席刘霭仪说，
盐步社区将一如既往，
继续巩固和
深化
“儿童友好示范社区”
的创建
成果，
大力营造关爱儿童快乐成长
的浓厚氛围，
让儿童友好社区成为
孩子们的快乐之家和温暖之家。
“建设
‘儿童友好示范社区’
，
是完善面向儿童的社区公共服务
体系、满足儿童的社区公共服务
需求、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加
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有益探索。”
南海区妇联副主席简展红说，盐
步社区以儿童活动场地和儿童服
务为切入点，搭建起了家长和儿
童交流成长的平台，一方面提高
了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另一方
面也构建了信任、互惠、共享的强
大社区支持网络，
做法值得肯定。

大沥沥雄社区党委以驻点联系推动社区自治，
做联系群众的新时代社区堡垒

多为群众做一件 多向群众靠一点
■多向群众靠一点

新时代 新担当 新作为
在大沥镇沥雄社区大兴
路的供销楼小区里，
有一个小
小的“桃花源”：
一幅幅可爱的
卡通人物、
色彩艳丽的花草图
案等手绘画作，
沿着楼道墙壁
蔓延开来。楼上的公共平台
四周，
摆了一圈长势茂盛的绿
植，
轮值的居民在平台上一边
洒水扫地，
一边和坐在石桌旁
的邻居闲聊。
类似这样恬静幸福的画
面，
在沥雄社区里还有很多。
就在上周五晚，沥雄公
园的广场里还搭起小舞台，
拉开社区庆祝建党 97 周年
文艺晚会的序幕。多才多艺
的社区居民们轮番上台，表
演了自排自演的舞蹈、合唱
等节目。
这看起来“岁月静好”的
画面背后，
离不开沥雄社区党
委的努力与奋斗。在大沥沥
雄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谢彩华看来，
居民们从社区中
得到的幸福感其实很简单，
一
个是治安要好，
另一个就是居
住的环境要靓。
近年来，沥雄社区党委
以 项 目 为 切 入 点，利 用“三
创”为手段，运用点面结合的
形式，在社区开展“爱·回家
计划”，在老旧小区与街巷上
做惠民提升工程。原来无物
业的老旧小区一改往日环境
脏乱差的面貌，变成如今能
让社区居民住得安全舒服的
幸福小区。

实现党群共融
新局面

■沥雄社区党委联同驻点团队、
社区工作人员走访慰问老党员。

■多为群众做一件 小区装上
“安居星”街坊安全感
“爆棚”

最近一段时间，住在沥雄
出门都要留一个人在家，
不然总
沥城区中心的沥雄社区，
社区内
社区东伟楼小区的雪姨感到安
是不放心。
”
雪姨说。
的老旧小区仍占据了较大比例，
全感“爆棚”。雪姨的安全感来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今年
根据驻点团队的摸底调查发现，
源，不是小区楼下银白发亮的
初。在社区驻点团队到该小区
社区里就有着将近 30 个老旧小
不锈钢防盗门，而是门上的一
走访中，收到了不少居民对于
区。自从在东伟楼小区安装了
台小机器——“安居星”智能门 “安全感”的诉求问题。居民的 “安居星”
智能门禁系统后，
这台
禁系统。
诉求引起了社区党委的注意。 能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小机
东伟楼小区是一个有着近
经过商议，社区党委决定利用
器便受到了社区里其他老旧小
30 年楼龄的老旧小区，
一直缺乏
平安村居专项奖励金，并发动
区居民的欢迎。
物业管理机制。目前小区内仅
居民自筹，在该小区楼下的每
“目前我们已为 10 个老旧
剩下三分之一的原住户，
剩下的
个门口安装了“安居星”智能门
小区安装了
‘安居星’
，
按照这个
房子不是空置，
就是租给了外来
禁系统，同时还对居住在该小
进度，
我们有望在今年完成一半
务工者。居民流动、楼宇老化， 区 内 的 所 有 流 动 人 口 统 一 登
的小区安装任务。
”
谢彩华表示，
小区里的人员越来越杂，
治安问
记，小区治安环境得到了极大
希望通过这一举措，
筑起一个社
题也频频出现。
“ 就算装了防盗
的改观。
区人防+技防的群防群治体系，
门也很快就坏了，
所以以前白天
一石激起千层浪。位于大
提升街坊的幸福感。

■多为群众想一点 “七彩沥量”
为旧楼粉刷彩绘
要让居民获得更多幸福感，
除了提升硬件设施外，
软件设施

■
“七彩沥量”党员志愿服务队为旧楼宇粉刷彩绘。
珠江时报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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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得跟上。在沥雄社区大兴路
牵头，来充分发挥统筹区域内
段，
有一个供销楼小区。走进略
党组织的作用。
显年代感的门口，
再顺着楼道阶
有了试点也就有了经验 。
梯向上，
两旁缤纷的彩绘定会让
为了解决其他无物业管理的旧
你有一种置身于艺术空间的错
楼宇小区普遍存在的问题，
沥雄
觉 。 而 自 从 2003 年 单 位 解 散
社区党委利用直联项目竞争性
后，这个建成近 30 年的老旧小
项目获得的种子资金，带动党
区便处于无物业的纯“放羊”姿
员、群众积极参与社区环境的整
态，
楼栋黑暗、环境差、居民自治
治提升。
意识弱等问题更是频频在小区
不仅如此，
在
“微改造”
项目
里
“冒泡”
。
中，
沥雄社区党委还打造了一支
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七彩沥量”
的党员志愿服务队，
2016 年初，沥雄社区党委决定
为旧楼宇粉刷彩绘，
致力于旧区
开 展“ 直 联 促 三 创 ，党 群 共 营
改造、街巷和楼宇美化、亮化与
造”项目，以大兴路供销楼小区
绿化。在两年时间以点带面，
社
为试点，实施第一期“爱·回家
区里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墙上
计划”。在试点工作中，沥雄社
都出现了卡通墙绘，
越来越多老
区党委以驻点联系为抓手，并
旧小区的居住环境得到了改善
通过引入直联竞争性项目种子
和提升，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居民
资金，由驻点团队及社区党委
的认可。

今日南海官方微信

读者热线 83000123 13827720000

01

权 威·理 性·责 任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梦灵 罗
炽娴）昨日上午，大沥盐步社区在
龙涌一村文体楼前举行“儿童友
好示范社区”揭牌仪式。
“ 党建引
领 暖心惠民”党员志愿服务队授
旗仪式及《珠江时报》月刊赠送仪
式同时举行，现场的法律咨询、义
诊、义剪便民服务摊位吸引了众
多街坊前来体验。

珠江时报官方微信

经过“微改造”后，老旧小区
的治安好了，居住的环境靓了。
可是怎样才能维护现状，让情况
变得越来越好？沥雄社区党委也
作出了自己的思考。
沥雄社区首先把目光对准
了试点的供销楼小区。在社区党
委的带领下，社区大兴党支部把
小区一楼的楼梯转角卫生死角整
理出来，建起大兴党群活动室。
同时，支部党员还牵头组建自治
管理小组，
积极亮出党员身份，
带
动群众自觉参加住宅小区的管理
治理。
在大兴党支部的示范作用
下，近年来，沥雄社区开始在其
他条件成熟的老旧小区建立党
群活动室，组建起邻里自治小
组，让党员可以就近亮身份、树
形象，实现“党员就在我身边”的
软件队伍建设。
老旧社区的问题解决了，然
而新建社区也存在着问题。在
走访中，驻点团队发现，由于新
小区的业主来自五湖四海，普遍
存在着业主维权意识强、诉求多
样化、业主不了解表达诉求渠道
的问题。
“我们就想到了一个解决办
法，就是要多做倡导、多想办法，
党员多介入去做改变。”谢彩华
说。抱着这样的初衷，在区社工
委的支持、
指导下，
沥雄社区走出
了对新型住宅小区综合探索治理
的第一步。今年 1 月，沥雄社区
便在微信公众号
“幸福沥雄”
上开
辟了一个新栏目——网上市民
议事厅。除了收集社情民意之
外，还在每个月最后一个周二下
午，邀请驻点团队、人大代表、专
业部门负责人等权威人士在线
上，针对一些目前社区居民普遍
关注热点问题与群众进行互动。
另外，为了让党员志愿服务
更加专业化和项目化，沥雄社区
近年来还借助
“七一空间”
这个载
体，引进专业社工对社区党员进
行培训，
形成了
“党员志愿者+社
工+社团”
的服务体系。如今，
该
社区以党建引领整合各方资源，
为社区居民提供了“长者关爱计
划”
“家蜕变计划”
等专业服务。
“目前我们是层级带动，通
过党员来带动群众和一些非户籍
骨干，对准群众需求去发力。接
下来，我们还会继续为居民多做
一件事，
去探索更多、
更有效的社
区治理路径。
”
谢彩华说。
文/珠江时报记者 黄晴雯
通讯员 罗慧

里水邓岗社区
综治中心挂牌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梁锦
丹 通讯员/叶伟洪）里水镇邓岗社区
综治中心昨日揭牌，成为里水镇首个
投入使用的社区综治中心。这标志着
里水镇综治维稳力量实现进一步整
合，基层矛盾纠纷的化解能力和构建
和谐社会的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该中心坐落于里水镇邓岗社区
居民委员会旁边，共有 4 层，面积达
600 多平方米。中心一楼设有群众来
访接待的办事大厅，主要用于接待来
访群众，
提供法律咨询，
并进行信访案
件分流。二楼设有矛盾调解室，方便
工作人员为群众调解纠纷；三楼设治
安队员的宿舍和休息室，使工作人员
有更好的休息环境，
增强员工归属感；
四楼是会议室和监控室，为社区提供
良好的治安监控环境。
据悉，邓岗社区综治中心是里水
镇第一个正式启用的社区综治中心，
对原来社区综治工作人员进一步整
合、
规范和拓展，
目标是确保实现排查
防控违法犯罪、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排
查消除安全隐患。其功能是组织协调
社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多元化解矛
盾纠纷，对辖区内社会治安进行实时
监控、
分析研判等。
“邓岗社区率先成立综治中心，
为
社区居民调解矛盾提供了一个诉求的
场所，尤其是新建的视频监控室有大
屏幕展示视频内容，有安排专门的工
作人员值班，对里水治安案件的减少
有很大的帮助，增强了广大群众的安
全感和幸福感，对加强基层治理起到
很大的推动作用。
”
里水镇综治信访维
稳办副主任汤业文介绍，该中心投入
使用后，为社区综治人员提供良好的
办公场所，
使各方面的工作管理规范，
社区治安队伍的精神面貌得到改善，
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进一步提升
邓岗社区基层公共设施、
公共服务、
社
区管理的档次和水准，促进社区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当日，里水镇党委副书记叶剑辉
一行参观了邓岗社区综治中心。叶剑
辉要求相关职能单位，镇内其他社区
综治中心的建设工作也要尽快完成，
争取早日为居民服务，共同推动里水
平安创建工作。

里水城管整治
违规烧烤档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陈志健
通讯员/劳思雅）日前，里水城管部门
组织近百人对大冲海鲜批发市场周边
开展集中整治，
经过近 3 小时的行动，
查处 10 多家无证照经营、占道经营的
烧烤档、
摊贩。
近段时间，里水智慧城市管理指
挥中心收到不少市民对大冲海鲜批发
市场周边的夜间烧烤档扰民、占道经
营行为的投诉。城管部门、
当地村委、
市场管理方虽多次劝导，情况仍无明
显好转。
当晚8点，
笔者跟随执法行动人员
到达大冲海鲜批发市场。现场可以看
到，
几个烧烤档正在招揽生意，
烧炭不断
冒出黑烟，
食材直接放在路边，
露天置于
车流人流中，
卫生状况堪忧。此外还有
一些手机配件档、
衣服档等小摊贩，
整条
道路被占去大半，
造成拥堵，
一些车主不
断鸣笛表示不满。执法人员在派出所、
特勤队员的配合下控制了现场，
按照法
定程序对违法经营物品予以暂扣。经
过近3小时的行动，
共暂扣无证照经营、
占道经营12宗。现场很快恢复了干净
整洁的环境，
车辆通行无阻。
城管部门介绍，大冲海鲜批发市
场周边的夜间烧烤档扰民、占道经营
行为存在已久，海鲜城的日常海鲜经
营衍生了一系列烧烤、
粥食、
夜市等附
属产品，
摊贩人数与日俱增，
给周边车
主、
居民的生活出行带来了不便，
也给
城市环境带来影响，城管部门特地组
织联合行动，
以遏制该不良行为。
为切实做好乱象黑点区域的露天
烧烤、
占道经营等行为的整治工作，
里
水城管局早前结合实际，
制定了《里水
镇夜间黑点整治行动方案》，
计划针对
乱象高发区域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
治。经过近两个月的整治，
里水的市容
环境在总体上有了极大提升。但在远
离中心城区的若干区域，
游商小贩出现
了回潮的苗头，
城管部门近期将以这部
分地区为整治重点，
如市民发现占道经
营、
无证经营可向城管部门投诉。下阶
段，
里水城管局还将持续开展夜间专项
整治，
同时加强整治路段的日间及夜间
巡查力度，
进一步巩固整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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