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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李冬

冬通讯员/王小姬黄婉雅摄

影报道）跨过 2020年的不

平凡，2021年新春的脚步渐

进，为给居民献上春节祝福，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桂城

尖东社区党总支联合街坊志

愿互助会分别在利海花园、

金域蓝湾小区开展“春风送

暖”系列便民服务——春联

传递新春祝福，让居民在“创

熟”氛围感受墨香“年味”。

向居民派送对联福字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街坊志愿互助会分工合作落

实好每个环节。为避免人流

过多聚集，尖东社区党总支

党员、蓝湾街坊会副会长昌

叔和街坊会骨干祥叔带头主

动作为，提前半个月时间写

好对联、红福，在“春风送暖”

活动中为居民设点派送。

近日上午，利海花园小

区热闹非凡，小区的楼长、街

坊会成员分工有序设立摊

位，不用一会功夫一幅幅对

联和一个个红福挂立起来

了，居民则保持1米以上社

交距离，挑选心仪的对联，拿

到物品后大家脸上露出喜悦

的笑容。“和顺满门添百福，

平安二字值千金，我喜欢这

对联，寓意家人平安。”居民

林姨一边挑选着心仪的对

联，一边与邻居街坊们欢快

畅谈，现场洋溢着和谐喜庆

的画面。

在社区党组织带领下，

街坊志愿互助会还在蓝湾北

广场开展“春风送福”志愿服

务。楼长、街坊会成员积极

作为，兵分两路开展服务，他

们入户探访辖区行动不便的

长者，送上新春祝福，让他们

感受社区、邻居街坊们关

怀。“这几年跟子女来到桂城

安享晚年生活，感谢居委会

和楼长们对我们老人的关

心，在异乡也感受到社区的

温暖。”年过八旬的涂伯伯高

兴地说，脸上流露出幸福与

满足的神情。

凝聚力量推动社区治理
红联铺盖，墨香四溢。

如今，在桂城的尖东社区处

处洋溢着欢乐的笑声，这成

为新年伊始的暖心画面。

“居委会每年都举办春风送

暖活动，让我们在异乡也能

感受浓浓的年味。”邻居们

纷纷发出这样的感叹，称

“创熟”的力量让大家在社

区里发光发热，让小区建设

越来越好，邻里街坊间的感

情也更深了。

邻里街坊互助友爱，正

是尖东“创熟”凝聚的成果，

也是桂城创建“熟人社区”成

效的缩影之一。尖东社区成

立街坊志愿互助会以来，以

接待日服务、慰问探访、楼道

活动等“创熟”方式把楼栋居

民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关爱

互助行动，挖掘多方力量参

与小区建设，共同打造社区

议事治理平台，切实了解社

区居民的需求和建议，把服

务对象从服务受益者转变为

社区参与者，进一步成为“创

熟”同路人，凝聚力量推动社

区治理。

未来，尖东社区党总支

将继续深化党建引领，以

“创熟”为抓手，发动更多社

区力量加入街坊志愿互助

会，凝心聚力共筑“情系邻

里，互信共治”的社区氛围。

推进社会治理
凝聚“互信共治”城市力量

10年来，“创熟”探索

出以“楼长制”为基础，成立

街坊志愿互助会，打造小区

党建阵地，搭建居民公共参

与的平台，完善多方联席会

议制度，推动社区、街坊会、

物业服务公司、社团等协商

共治。在楼长制基础上发

展巷长制、街长制工作，通

过“三长”制工作，将社会风

险防控及矛盾化解工作深

入至楼道，织密织牢每条楼

道、巷落、街区互信互助的

安全网，在社区防控、服务

群众生活、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环境整治等方面作出了

很大贡献。

怡海社区党委先是成

立街坊志愿互助会，搭建党

委-街坊会-物业联席会议

平台，解决小区供水管道老

化、爆裂导致水损较大等问

题；叠二名苑小区成功完成

小区绿化全面升级改造、高

层楼道大堂翻新、外墙修复

等工程；江滨社区顺利推进

登革热防控、入户清倒积

水、三清三拆、便民服务、倡

议文明养犬、防疫站岗、摩

电整治、垃圾分类宣传等一

系列的工作……

“跟党走，一起创熟”不

仅是响彻社区的口号，更是

“创熟”同路人的行动，尤其

是经历过抗疫大战，桂城等

社区已打好了“互信共治”

的基础。

“以党建阵地为载体，

提高小区居民参与议事的

热情，从以往的监督小区或

楼栋内硬件设施使用、环境

卫生、垃圾分类、治安、消防

等情况，监督物业服务企

业、业主委员会工作，改变

为协作共治，协助居委会、

物业服务企业落实公共管

理和服务事务合力打造治

理共同体。“桂城党群服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党

建引领下，让社会治理同心

圆越画越圆，更让守望相助

成为支撑桂城高质量发展

的城市力量。

正值创熟十周年之际，

桂城街道苏志敏“创熟”调

解工作室被国家司法部授

予的“全国模范人民调解

委员会”的荣誉称号，被南

海区委办（区府办）、区委

宣传部、珠江时报社评为

“2020南海影响力年度十

大人物”，这些荣誉是对桂

城十年坚持“创熟”的肯

定，更为桂城未来继续推

动“创熟再深化”注入了强

劲的动力。

文/珠江时报记者 曾蓉通讯员 王小姬 陈丽婵

“创熟”年味浓
新春乐融融

桂城尖东社区开展“春风送暖”系列便民服务

增进民生福祉，提升群众幸

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才能彰显

一座城市的以人为本理念和温

度，这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1月27日，桂城街道党工委

书记麦绍强，党工委副书记、街道

办事处主任岑灼雄带队，与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各社区负责人及

各界代表一起开展19个重点工

程项目巡察工作。19个重点项

目包括产业、城市建设和环境提

升，每个重点项目都与市民息息

相关。

在2月1日召开的桂城街道

2020年度工作总结大会上，岑

灼雄也提出，2021年是“十四

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桂城将紧紧

围绕区委区政府今后五年经济社

会发展的目标定位，高举创新发

展引领、城乡融合示范、广佛同城

先行、人文生态宜居的高质量发

展大旗，以人城产文融合为发展

目标，打造高品质新活力的广佛

极点都市区。

评判一座城市是否高品质，

最重要的是看这座城市是否有处

处为民所思所想的“温度”。近年

来，桂城的发展思路已从1.0阶

段的“有什么产业就有什么样的

人才”转变到2.0阶段的“城产人

文”，再进阶到3.0阶段的“人城

产文”。可以看出，“人”于桂城而

言越来越重要。

“十三五”时期，桂城累计民

生支出达到143.58亿元，每年

的民生支出均占街道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的八成以上；桂城围绕区

委区政府构建“两高四新”产业体

系，坚持“大招商、招大商”，累计

引进超亿元项目206个，高企数

量增至403家，吸引大批高层次

人才集聚；而市民关心的城市建

设及环境提升工程也已一个个完

工，公园总量达到 180个，千灯

湖、映月湖、文翰湖、怡海湖四大

“环湖造城”片区高度集聚产业和

人气……一件件城市大事、民生

实事的敲定落实，让桂城市民更

感幸福，更有收获，更觉安全。

但怎样才能让城市发展更有

温度？

重点工程项目方面，多个滨

河生态长廊正在加快建设，桂城

未来将以塑水岸、绿道的方式，联

通各大生活区、工作区、商业区，

打造高品质现代化广佛新城区。

麦绍强就曾针对公园建设提出

“增值服务”的建议：“我们既要有

吸引人才的‘本钱’，也要有留住

人才的‘温度’。这些公园除了有

基础设施，还应坚持‘以人为本’

的建设方针，增设储物柜、自动贩

卖机等，篮球场、足球场也可设置

淋浴间，全方位服务市民，为市民

带来便利。”

此外，麦绍强也在街道工作

总结大会上提到，在城市管理方

面，城市社区近年来探索了党建

引领下的创建熟人社区、关爱桂

城、党员志愿服务和新市民融合

等做法，取得不错的成绩。但部

分农村社区仍存在重经济、轻治

理，重眼前、轻长远等情况，在矛

盾纠纷调解和生态保护、环境治

理等方面存在短板。这与社区对

居民的需求了解不够、居民社会

治理意识不够强相关。

在开展“三拆”行动过程中，

中区社区党员通过带头自拆引导

居民自拆及相关部门强制拆除的

方式，已于2020年拆除西江经

济社40处违建。此外，中区社区

还加大力度，向村民宣传违法用

地和违法建设的危害性利，增强

村民的法制意识。若其它社区能

参照此方式，相信能从村民的思

想根源上抑制“两违”行为的产

生。

又如环境治理，若农村社区

能建立政府主导、村民参与、社会

支持的投入机制，探索出建立村

级垃圾自收自营的管理模式，或

许村民才会更重视，社会治理意

识才能逐渐增强。

踏入“十四五”规划的开局

之年，桂城要建设全方位高品质

高水平的新城区，应该坚持“以

人为本”，加大精细化的惠民、

便民服务力度，才能让城市发展

更有温度。
文/珠江时报记者 丁当

桂城一周

坚持以人为本，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

党建阵地聚民心
邻里情深共治理
桂城坚持党建引领，致力把社会治理现代化

打造成核心竞争力

“灯湖党委抓党
建，社区创熟入小区，
创建成立街坊会，党员
先锋志愿者，搭台唱戏
模范行……”1 月 28
日，桂城灯湖社区中铁
建水岸公馆“创熟”加
油站建成启用，街坊彭
西南即兴创造了“打油
诗”为小区加油。

打造小区党建阵地
将党旗插到基层最深处

1月28日，灯湖社区中铁

建水岸公馆“创熟”加油站揭

幕，小区街坊会会长赵谊钰受

邀参加启动仪式，见证了小区

越变越好、邻里越变越熟的他，

既高兴又激动。

“我们小区能有今天的变

化，真的很不容易。”在这个小

区住了 3年的赵谊钰深有体

会。小区里70%的居民是广

佛候鸟，刚开始由于缺乏公共、

自治和契约意识导致乱扔垃

圾、高空抛物、电动自行车上楼

道、占用公共空间摆放杂物、宠

物随地大小便等问题接踵而

至，“想要协商问题却找不着

人，问题越积越多。”

为了解决问题，灯湖社区

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努力创建

“熟人社区”。“从针对小区住户

进行家访了解党员情况，到帮

助小区建立‘中铁建党员志愿

服务队’微信群，并定期或不定

期组织党员开展形式多样的学

习交流活动，再到建成党建阵

地，成立‘街坊志愿互助会’，小

区公共问题逐渐找到了解决的

平台与办法。”赵谊钰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中铁建

水岸公馆“创熟”加油站位于水

岸公馆4栋二层（原规划为社

区用房），面积800多平方米，

集小区党建、居民议事厅、社团

组织自治和街坊会建设于一

体。“我们公司投入了20万元

规划建设“创熟”加油站，希望

能借此平台拉近与居民的距

离，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中铁建物业佛山分公司片区经

理黄春笑说。

“‘创熟’加油站将为小区

自治的党建阵地，借此平台有

效密切联系群众、引领群众，服

务群众，增强社区党委在基层

治理的领导力、号召力、影响

力，将党的‘神经末梢’向基层

最深处延伸。”灯湖社区党委副

书记李燕平说。

■市民在灯

湖社区中铁

建水岸公馆

共享书屋内

挑选书籍。

珠江时报记

者/刘贝娜摄

■灯湖社区中铁建水岸公馆“创熟”加油站建成启用。 珠江时报记者/刘贝娜 摄

■街坊志愿互助会在蓝湾北广场开展“春风送福”志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