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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邹韵斯

通讯员/李芳毅）7月16日，平洲

二中改造提升建设工程正式启

建，总投资2.1亿元，将新增建

筑面积 26240平方米，预计

2023年9月工程竣工验收并投

入使用。

学校换新颜增学位
平洲二中始建于1984年

11月，原名平洲镇中学，位于桂

城街道映月新城板块。作为南

海区公办初中的“领头羊”、最有

名气的公办初中之一，平洲二中

办学近37年来，教育教学成绩

显著，充分展现了桂城教育的硬

核实力。

2020年，在映月新城十年

规划发布及推介大会上，桂城街

道提出了改建平洲二中的计

划。通过改造提升，平洲二中将

新增约600个学位，学校办学

规模达到48个教学班，总学位

数达到2400人。

7月16日，该改造提升建

设项目正式提上日程。桂城街

道党工委书记麦绍强，桂城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岑灼

雄等在启建仪式上铲动了开工

的第一方砂土。

改建后学校最大的亮点是

“四合院”式建筑布局，通过设置

风雨连廊连接教学楼和其他建

筑，最大限度利用校园空间。高

空俯瞰，露天中空的天台篮球

场、极具设计感的阶梯式建筑、

偌大的田径运动场，满足现代教

育的教学需求。校园建筑，以灰

白黄三色搭配设计，搭配古典雅

致的仿古屋檐，令校园充满古色

古香的岭南气质。教学楼包围

的校园庭院种满绿植，让校园实

现一年四季常绿，带来生机勃然

的景象。

改造提升建设项目预计

2023年9月工程竣工验收并投

入使用。届时，平洲二中校园内

除了保留改造原有教学楼、宿舍

楼和附属用房外，还将新建图书

馆、行政楼、实验楼、综合体育

馆、饭堂、宿舍楼、地下车库以及

其他配套设施设备。其中，保留

原有建筑面积10155平方米，

拆除旧建筑面积约7800平方

米，新建建筑面积约26240平

方米。

项目的建设，将有效改善当

前该校各类教学用房的紧张局

面，改善学校教学环境，提高学

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综合教

学能力，进一步扩容解决学位紧

缺问题，有利于学校的可持续发

展。同时，项目的建设也有利于

缓解映月新城板块学校紧张状

况，进一步提升公办初中的设备

设施保障水平，对推进南海区及

桂城街道教育事业的发展，打造

南海区“品质教育，学在南海”的

品牌起到重要的示范意义。

助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桂城教育发展不仅体现在

硬件设施上，还要在师资配置、

教师待遇、评价体系上下功夫。

平洲二中改造提升后，将实现老

牌名校焕发新生，让更多市民享

受到‘改换新颜’的福利，同时也

将助力提升平洲片区的教育配

套，继续擦亮‘美育桂城，学载未

来’教育品牌，着力打造优质、均

衡、活力、多元的现代化教育体

系。”岑灼雄表示，让桂城的孩子

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是桂城

人民的深切期盼，也是街道一直

以来的不懈追求。

桂城始终坚持不遗余力推

动教育事业加速发展，大手笔投

入完善教育设施建设，不断提升

教育民生幸福指数。自2016
年起至今，已陆续完成新改扩建

中小学校17所，总投入超过25
亿元，新增优质学位达到2.28
万个。

接下来，桂城还将投入资金

近40亿元，新改扩建中小学校、

幼儿园21所，预计新增义务教

育学位约2.52万个，其中将投

入25.2亿元推动8个初中建设

项目，未来桂城初中将增至16
所（目前11所），桂城的教育资

源更加充沛、更为均衡。

平洲二中改造动工
将新增约600个学位，预计2023年9月投用

珠江时报讯（记者/邹韵斯

通讯员/苏国邦 摄影报道）7月

20日，桂城街道召开2021年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

传达了全国、省、市、区文明城市

创建（下称“创文”）工作会议精

神，解读了《2021年桂城街道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点》。会议

要求，各部门、各社区要常态化

做好“创文”工作，以“创文”为契

机，把工作做到群众身边，把关

心带到群众心里，让群众在“创

文”过程中收获更多更实在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

把“创文”与
日常工作相结合

根据上级会议精神，从今年

起，“创文”工作有新要求、新精

神、新形式，着重强调创建常态

化和提升创建质量。会议解读

了《2021年桂城街道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要点》，指出各部门、各

社区要持续夯实“创文”常态化，

提升文明创建水平，包括提升

“创文”业务水平、重点抓好“创

文”专项攻坚、大力推进基层文

明创建、着力打造“五星文明家

庭”桂城样本、全域拓展公益宣

传载体等；打造文明品牌，深化

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线上线下

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创新

开展文明实践品牌项目、建设

“阅读之城”、丰富文体供给；发

挥榜样力量，推进新时代文明培

育，切实做好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宣传教育工作、弘扬新

时代美德先进典型事迹、推进新

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等。

发展既要靠经济的硬实

力，也要靠环境的软实力。文

明城市的创建，涉及城市形象、

城市治理、城市环境等方方面

面，是一座城市招商引资的“第

一要素”，是最具说服力的“地

方名片”。会议表示，各部门、

各社区要增强政治觉悟，深刻

认识新一轮“创文”工作的重要

性和紧迫程度，通过“创文”集

中办理一批便民利民的好事实

事，切实解决一批短板弱项的

难题问题，让群众看到实实在

在的变化。

此外，还要融入新发展格

局，以文明城市高质量创建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提

出了“四个全面”，把“创文”与城

市面貌、营商环境、文明风尚、专

项攻坚相结合，全面提升城市面

貌品质、全面优化营商服务环

境、全面深化文明风尚引领、全

面抓好重点专项攻坚。

各部门、各社区也要以

《2021年桂城街道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要点》为纲领，以各实践

阵地为抓手，全面提升志愿服务

水平，建设“阅读之城”提质精神

文明，丰富文体供给润泽民心民

愿，全方位做好文明创建、文明引

导、文明培育工作，并进一步培育

和提质文明家庭、文明单位、文明

校园创建工作，推选一批创建成

效突出、群众高度认可的先进对

象，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以人民为中心
扎实推进“创文”

“看佛山就会看南海，看南

海就必然看桂城，桂城作为中心

城区，必须切实担起责任，拿出

更大的决心、更高的标准、更严

的要求、更实的举措来推进新一

轮‘创文’工作，以实际行动展现

桂城的区位担当。”桂城街道党

工委书记麦绍强表示，全街道上

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既

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又密切配

合，协同作战，形成齐抓共管的

良好创建格局。同时，还要着眼

长远常态创建，及早谋划、及早

着手，正确处理好“平时”和“评

时”之间的关系，做到“平时当考

试，考试当平时”。

文明创建的基础是广大市

民群众，既要创建为民，更要依

靠人民。会议要求，全街道要

坚持党建统领，积极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广泛动员社区、机关、

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基层党组

织结对共建；要利用好全媒体

资源，广泛开展好创文宣传工

作，提高宣传动员的广度、精

度，持续提升市民群众对创文

工作的知晓率、满意度；要把

“创文”与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

来，下大力气解决群众反映的

“急难愁盼”问题，以“小切口”

实现“深突破”、带来“大变化”、

产生“好效果”，推动形成全民

支持、全民参与、全民受益的良

好氛围。

老旧小区选物业
组织居民来评审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梁欣

昕）7月17日上午，桂城街道召开

桂一社区老旧小区前期介入物业服

务评选评分会。由社区党委、党员

代表、海棠村楼长、海棠村管理小组

成员等组成评审团，对8家有管理

服务资质的物业公司展示的服务理

念、方案、服务内容等实行公平公开

评审，并按照标准现场作出评分。

在展示过程中，居民代表主要

针对物业费拟定的标准、公摊水电

费的分摊、维修资金的筹集等问题

进行现场提问，物业单位就居民代

表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积极回应。最

终，综合评选评分排名前三的物业

管理公司为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吉豪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佛山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下周相关部门将组织居民代

表到以上三家企业进行现场勘察，

相关组织推进桂一社区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

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提出，物业服务模式为“多

方参与，协商共治”，而物业基础服

务包括专职管家服务、消防安全保

障、工程维修、环境卫生维护等；广

东吉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提

出，小区服务方案定位为“贴心的陪

伴、耐心的服务与专业的管理”，其

中主要包括保洁服务、设备管理、消

防安全等应急管理、绿化管理等；佛

山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代表提

出，将从主要人员配备、老旧小区智

慧服务模式、智能社区产品创新、社

区改造、防疫管理等方面设计管理

方案。三企业将以人为本的工作目

标与创新思维进行结合，得到了大

部分业主的赞赏。

桂一社区属桂城最老旧的社区

之一，由于历史原因分布零散，存在

失修、失管、失养的问题，且市政配

套设施不完善，社区服务设施不健

全，居民居住质量偏低。在2020
年6月，桂一社区被选为广东省老

旧小区改造试点。

桂一社区党委不断配合上级部

门的方案调研和实地研究，仅召开

开工前研讨会议就超80场。为更

好推动居民参与共建共治，形成社

区合力，连续组织多个小区自治骨

干成员和业主代表召开旧改研讨

会，并搭建“社区党委+居民”的线上

议事平台，畅通社情民意反映与群

众参与渠道，形成社区与社区居民

间的良性互动，共同推进小区旧改

建设。

以“创文”为契机为民办实事
桂城街道召开2021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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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城街道召开2021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

■新平洲二中设计图。

■新平洲二中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