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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调研桂城“熟人社区”创建工作

出租屋如何做好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

继续把“创熟”经验总结好推广好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杭
通讯员/廖志春）6 月 20 日下
午，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带队
到桂城调研“熟人社区”创建
情况，对桂园社区桂园苑居民
参与自治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以及桂城熟人社区创建研究
会多年来的探索创新、实践给
予肯定，鼓励桂城继续把“创
熟”
经验总结好、推广好。
6 月 13 日，南海区召开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暨党建
引领乡村治理试点动员部署
大会，强调推进基层治理现代
化是区委区政府下定决心要

干的一件大事，必须一往无
前、一抓到底。6 月 20 日下
午的调研活动，旨在探索更多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和党建
引领乡村治理的创新思路。
“老百姓说白了就是两个
字——
‘认同’，他只要认同你
了，
就什么工作都好推了。
”
调研
中，
顾耀辉提出，
推动基层治理
要让党员干部了解基层，要干
部带着大家干，
要
“专业的事专
业人来做，
大家的事大家做”
。
早在 2011 年，桂城就启
动“熟人社区”创建。十余年
间，桂城不断探索研究，让居

民在互相熟悉中建立信任、互
助互爱，在新时代背景下走出
一条基层治理新路径。这期
间产生了不少值得借鉴的优
秀案例，如桂园社区党委以
“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员就在
楼道中，服务融入群众里”的
模式不断深化“创熟”工作。
2021 年，桂园社区党委以党
建引领、
“ 创熟”为抓手，带领
党员、楼长、自治小组、街坊
会、居民协商共治，对桂园苑
小区进行改造提升。经过一
年多的多方合力，小区从地面
坑洼到道路平坦，从绿化杂乱

到井然有序，面貌焕然一新，
居民幸福指数直线上升。今
年，桂园社区还有 4 个小区动
工改造，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
热情越发高涨。
在桂城熟人社区创建研
究会，桂城街道创建熟人社区
课题组组长苏志敏向调研组
介绍了桂城“熟人社区”创建
经验。
十余年来，桂城围绕社区
党建、基层自治、社会治理、关
爱桂城、道德建设、同城融入
等，不断深入开展“创熟”工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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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在 149 个 小 区 发 展 了 楼 长
2142 名（含 党 员 楼 长 617
名）。随后，桂城在楼长制基
础上推开巷长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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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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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平洲玉器珠宝文化周落下帷幕

借力珠宝产业新业态 激活转型升级新动能
相 关 链 接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春
妹 邹韵斯 通讯员/叶满锡 许
贵彬 卢思韵）6 月 19 日，随
着“潮玩桂城·玉振金声”魅
力小镇音乐晚会暨“玉器精
品拍卖夜”
直播活动结束，
第
四届平洲玉器珠宝文化周落
下帷幕。本次文化周 17 场
系列活动不仅刷新了市民对
玉器珠宝的认知度，推动平
洲玉器珠宝品牌建设上新台
阶，还进一步深化业界对平
洲玉器珠宝产业转型升级的
共识，激活产业转型升级新
动能。

■在平洲一家商场里，市民正在选购玉器珠宝。

己对平洲的了解，
向客户介绍
平洲，
如今政企同心推动品牌
建设，
让市民对
“天下玉，
平洲
器”
这块金字招牌有了更多了
解，
同时也有利于提高销量，
他对平洲玉器珠宝产业的发
展抱有更大信心。
为让更多人深入了解平
洲玉器，
文化周举办期间，
还
推出平洲云集市、平洲玉器
玉石毛料夜市、汽车尾箱集
市和放心消费体验周等，进
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
力，满足市民在游购娱方面
的消费体验。

走出珠宝产业转型
升级新路子
5 月 16 日，南海高规格
召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工作
会议，随后一周在七镇街密
集召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座
谈会。在首场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工作座谈会上，玉器传
统产业企业代表纷纷道出行
业痛点。
企业有所呼，政府有所
应。座谈会之后，桂城不仅
第一时间发布《桂城街道加
快推动玉器珠宝产业转型升
级实施方案》
《桂城街道促进

叠滘龙船漂移
精彩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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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6 月 30 日

来了解平洲玉雕
“前世今生”

市民刷新“玉文化”认知
6 月 18 日适逢周六，市
民罗剑昭带上女儿参加“中
国玉镯之乡”主题体验日活
动，走进玉石标场了解玉石
交易过程，学习辨别玉石的
技巧，还近距离接触了玉器
珠宝直播。
“以前觉得玉器珠宝产
业很
‘神秘’
。通过这次活动，
我对玉器珠宝产业有了新的
认识，
同时也更加鼓励小朋友
从小就接触‘玉文化’，传承
‘玉文化’
。
”
罗剑昭说。
“中国玉镯之乡”
主题体
验日活动是第四届平洲玉器
珠宝文化周的系列活动之
一。为让市民与
“玉文化”
有
更多
“亲密”
接触，
本届平洲玉
器珠宝文化周推出了系列活
动，
包括邀请市民探访玉石板
料、玉石标场、玉器珠宝直播
间，
了解平洲传统玉器制作技
艺以及观赏玉雕作品等。
平洲玉器珠宝特色小镇
还借助玉文化周举办的契
机，
发布《玉成平洲》宣传片，
同时在玉文化周开幕式上，
邀请小镇内的女企业家们身
戴玉器珠宝，向观众展现平
洲玉器的风采。
平洲玉器珠宝特色小镇
商家张璐说，
过往只能凭借自

玉石非遗技艺精品展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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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记者/李春妹 摄

■市民参观玉石非遗技艺精品展。

玉器珠宝产业转型升级扶持
办法》，
还推动佛山市南海区
桂城珠宝玉石电商协会、平
洲玉器珠宝特色小镇产业研
究院揭牌成立，同时在文化
周期间，
举办
“新形势新业态
新发展”小镇特色产业研讨
沙龙、
“新消费时代与玉首饰
文化”
创新论坛，
邀请专家学
者建言献策。
“这一系列举措，
让我们
‘玉器人’
感受到政府对行业
发展的重视，面对产业转型
升级的困难，我们会更有信
心去破解。
”
南海区平洲珠宝
玉器协会党总支书记潘灿英
说，转型升级是当下绕不开

珠江时报记者/邹韵斯 摄

的主旋律，
“ 玉器人”更要主
动思考如何持续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
“区位优势得天独厚，
享
受多重区域资源辐射，平洲
玉器珠宝产业转型升级是
‘天时地利人和’
，
顺势而为，
必定大有可为。
”
桂城街道办
事处主任余辉表示，未来将
紧扣“政策驱动、典型带动、
逐步推动”
，
坚定不移推动平
洲玉器珠宝产业转型升级，
在企业培育、品牌建设、产业
扶持等方面下足功夫，进一
步密切政府、协会和企业联
动，不断提升产业发展的竞
争力、
影响力和辐射力。

在平洲玉器珠宝特色小
镇的珍品馆内，逾 200 件玉
雕展品璀璨夺目。这是第四
届平洲玉器珠宝文化周子活
动之一——玉石非遗技艺精
品展的现场，
该展将持续至 6
月30日，
欢迎市民打卡。
本次展览由平洲玉器珠
宝特色小镇管理委员会办公
室主办，
广东省雕刻艺术研究
会协办，
向观众介绍平洲玉雕
的
“前世今生”
。
平洲传统玉器制作技
艺，
从清朝末期至今已有百余
年历史，
它与北派、
海派不同，
更侧重生活，折衷中外，融合
古今。
“平洲传统玉器制作技
艺以
‘光身件’
著称，
以手镯为
代表，具体分为解读原料、量
画镯圈、
吸外胚、
验镯饼、
吸内
胚、
打顶、
拍边、
冲大角、
冲胚、
打磨、抛光 11 道工序，这些
技艺已流传百年，
是
‘平洲工’
的精髓，
也是万千玉雕技艺人
的金玉准则。”广东省雕刻艺
术研究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展览的特别之处，
还在于展出传统制作玉器所
用的耳扣机、冲砣机和割石
机。为让整个展览更生动，
主
办方特意制作了两个假人模
拟工作时的动作。此外，
展厅
内还展出了部分原材料以及
加工后的成品。
2019 年，
“ 平洲传统玉
器制作技艺”
被评为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举办这个展览
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宣传平
洲传统玉器制作技艺，
让人们
对这个平洲玉器的品牌有更
深刻的认识，
同时也能对这个
非遗项目有更多的了解。”主
办方表示。

桂城 45 所中小学
完成少工委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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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市民议事厅
教你几个好招数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冬冬 通讯员/杨
溢烽）电动自行车应该停放在哪里？如何
有效预防电动车火灾？6 月 22 日，桂城
应急办、消防办、新市民办等部门联合举
办
“共创安全社区 守护幸福家园”
电动自
行车安全管理市民议事厅系列活动，
在线
为市民解答相关问题。
众所周知，
人口密集度高的出租屋是
消防安全隐患的集中地，
出租屋做好电动
自行车安全管理尤其重要，
截至今年 5 月
底 ，桂 城 街 道 内 已 登 记 备 案 出 租 屋 有
36697 栋（套），
总体基数较大。
今年 7 月 1 日起，新修订的《广东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将正
式施行，其中明确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以及不符合
消防安全条件的室内场所停放电动自行
车或者携带电动自行车及电池进入室内
充电和进入电梯轿厢的，
由消防救援机构
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单位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这样的新规对租客与房东赋予了更
多的责任与义务，
各自应该如何履行好自
己的角色？为了解答市民的疑惑，
桂城街
道相关部门代表将在市民议事厅直播间
内和大家互动，从实际案例入手告诉大
家，
电动自行车上楼入室充电存在哪些危
险、
电动自行车充电起火的原因和应对方
法，
以及事故发生后的责任归咎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在市民议事厅直播间
内会举行抽奖活动，居民只要关注“佛
山+”
直播平台观看或者参与互动，
即有机
会获得无线耳机、充电券等，还有惊喜压
轴大奖——一辆最新款电动自行车。

扫码参与
直播活动

桂城启动“十佳
退役军人”命名活动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棋清 通讯员/廖
昱萍）6 月 21 日，
由桂城街道退役军人服
务 中 心 主 办 的“ 军 人 本 色 桂 城 榜 样 ”
2022 年度桂城街道“十佳退役军人”命
名活动启动，
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
欢迎社
会各界积极推荐优秀退役军人。
此次评选活动采用各级推荐、
审查筛
选、网上公示、专家评定、命名表彰、典型
宣传的方式进行。6 月 30 日前完成申
报；7 月中旬前完成审查筛选，接受公众
网络投票；7 月 22 日前评选出 10 名“十
佳退役军人”
和1名
“最佳网络人气奖”
人
选，
并进行社会公示；
8 月上旬，
街道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将举办命名仪式。
这是桂城首次开展“十佳退役军人”
命名活动，将通过选树退役军人典型，讲
好退役军人故事、展现退役军人风采，弘
扬时代新风，
引领全街道退役军人积极参
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唱响奋进新征
程、
建功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扫码下载
推荐表

融入桂城结交朋友
新市民增添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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