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8月3日 星期三
责编沈煜 美编杨淑萍
美编助理 霍笑芬

B07 生活服务

蔡某经营无牌士多店期间，

为附近的赌场提供扑克牌、赌桌

和矿泉水等物品，还为参赌人员

带路进入赌场，通过收取台费获

利8000多元。经依法调查，佛

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以涉嫌开

设赌场罪，将蔡某进行刑事拘

留。

南海区法律援助工作室收

到蔡某的援助申请后，依法指

派律师承办此案。承办律师接

受指派后，以犯罪嫌疑人情节

轻微，且属初犯、偶犯，向承办

派出所递交了法律意见书，并

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检察院

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检察院

受理后，对受援人变更强制措

施，适用取保候审。公诉机关

认定受援人蔡某属于开设赌场

的主犯，量刑建议为11个月有

期徒刑。承办律师针对犯罪情

节和主从犯的认定上，进行了

详细辩护。检察院最终变更量

刑建议为5个月拘役，并适用缓

刑。

通过法援的帮助，上述案

件最终的判决结果体现了“罪

刑相适应”的根本原则，维护

了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受援

人通过本次经历也意识到自

己行为的错误，受援人及其家

属都加强了法律知识的学

习。法援之手，在普及法治教

育，在传递温暖，为建设法治

社会添砖加瓦。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施

玥卓 通讯员/叶韫 摄影报道）

“感谢陈护士的救命之恩。”7月
29日上午，桂城育桂社区卫生

服务站护士陈海云收到了患者

赠送的感谢锦旗，锦旗上印着

“妙手仁心，医之楷模；医术精

湛，深情永记。”

原来，7月5日晚，在桂城东

二南兴工业区的“MVP篮球场”

上，一男子倒地昏迷不醒，陪家

人运动的陈海云见状马上跪地

为男子进行心肺复苏，自己体力

不支后，她还号召大家一起进行

接力抢救。抢救持续了约20分
钟，直到救护车赶来。患者被转

到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确诊

为心梗发作，随救护车前来的医

生表示还好抢救及时，这才挽回

了一条性命。

“我昏迷了3天，那天的事

情我都没有印象，恢复意识后家

人才告诉我整件事情的经过，心

想出院后一定要亲自来感谢我

的救命恩人。”前来送锦旗的正

是事发当天倒地不起的男子，患

者区先生告诉记者，经过20多

天的治疗，身体已无大碍，目前

已经出院。

陪同区先生前来的还有他

的妻子和其所在单位负责人，区

先生的妻子见到陈海云后一直

紧握住她的手不放，感谢她救了

自己的丈夫。离别之际，陈海云

叮嘱区先生要注意休养和定期

复查。

“当时自己也没多想，心里

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赶紧救人。”

回忆起那天的情形，陈海云说，

救死扶伤是医护人员义不容辞

的责任和义务，自己每个月都会

在卫生服务站参加心肺复苏培

训，并且每个季度都顺利通过专

业考核。

“这是我们公司的路面清洗

车，每周都会来桂一社区海棠村

小区进行路面清洁。”7月29日

上午，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正协调车辆

进场，在他们今年初进驻的老旧

小区里进行日常保洁，让小区路

面保持干净整洁。

30多年楼宇
面貌焕然一新

桂一社区海棠村小区位于南

海大道旁，其楼宇建成于20世纪

八九十年代，存在失修、失管、失

养等问题，是南海首批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2020年6月，桂一社

区被定为广东省老旧小区改造试

点。

“从 2020年 12月启动到

2021年9月完成第一期改造，海

棠村小区完成了地下管网重新铺

设、三线落地、化粪池更换、供水

管道更换、天然气管道增设等一

系列翻新改造，整个小区环境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2021
年10月份开始，小区改造继续

‘加码’，启动第二期楼宇外立面

翻新工程。”桂一社区党委书记黎

少梅说，现在的海棠村小区和昔

日对比是天壤之别。

29日上午，记者走进该小

区，发现各栋楼宇都有统一风格

的全新外立面、铝合金门窗和护

栏等，整个小区看起来十分高档，

看不出这些楼房已有30多年楼

龄。干净平坦的沥青路、规划有

序的停车位、设施齐全的活动空

间……小区里的环境十分舒适，

居民对改造成效十分满意。

引入专业“管家”
提高管理水平

2022年1月1日，碧桂园生

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驻海

棠村小区，为居民提供智慧物业

服务。自从有了专业“管家”，海

棠村小区管理水平发生了“质的

飞跃”。

“我们现在安排了物业‘管

家’分网格、分片区对小区进行管

理，还有保安、保洁、工程维修部

门等解决小区里的环境、安保和

设施维修问题。”碧桂园生活服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城市服务发展

中心副总经理邓旭熠介绍，虽然

目前小区收取的物业费较低，但

企业仍按照较高标准提供服务，

并通过调动公司其他项目资源，

辅助海棠村老旧小区的管理，如

每周都会调派保洁车、路面清洗

车、吸粪车等专业管养设备来维

护小区环境。

服务快速到位，也是海棠村

小区引入物业后的一个明显改

变。“以前由社区兼任物业角色，

解决居民生活问题会耗费比较长

的时间。而我们‘管家’现在收到

居民反馈问题后，会在48小时内

上门协助解决。”邓旭熠说，这大

半年来，物业收到的工单不少，他

们都第一时间响应解决，收到了

不少居民送来的锦旗。

海棠村商铺业主何先生去年

铺位漏水，因维修费用与租客产

生分歧。桂一社区前期多次介入

协调无果，矛盾一直僵持。今年

3月，何先生求助物业，工程部和

“管家”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劝导沟

通，并提供技术支持、物料厂家

等。经过协商，这件拖了大半年

的“烦心事”得以妥善解决，为业

主和商家挽回损失。何先生十分

感激，给物业送去锦旗。

“四红六策”智慧服务（暖心

红——精细化物业服务、智慧红

——数字化社区治理、颐养红

——幸福生活服务、乐享红——

邻里互荣共享）和“五个一点”（政

府支持一点、企业让利一点、资源

盘活一点、老百姓缴一点、到家服

务赚一点）是碧桂园生活服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服务老旧小区居

民的方式。接下来，该企业计划

通过“碧业生”志愿者服务项目的

筹备落地，调动海棠村居民参与

老旧小区的管理。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邹韵斯

小区有“管家”管理大变样
桂一社区海棠村小区翻新改造基础设施并引入物业管理，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

“以前这里脏乱差，现在改

造后简直有了天渊之别，幸福感

提高了许多！”这是在桂城中汇

社区南丰村和农科所综合楼宿

舍生活多年的居民共同的心声。

今年年初，中汇社区3个老

旧小区相继完成2021年度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面貌焕然一新，

并在党建引领和“创熟”力量的

支持下，逐步完善长效管理机

制。

清走楼道杂物
提升居民幸福感

中汇社区南丰村、农科所综

合楼宿舍、南海技工学校宿舍于

20世纪90年代建成，且均为无

物业小区。近30年过去，小区

环境脏乱差、楼道杂物堆积、排

水不畅、公共设施损坏、停车位

不足等，成为这3个老旧小区的

“痛点”。

2021年 1月，中汇社区启

动了这 3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工

作。在施工方正式进场前，3个

老旧小区的居民们在党建引领

下纷纷参与“三清理”行动，为小

区顺利改造奠定基础。

农科所综合楼宿舍改造前

后的对比最为明显。改造前，该

小区北面花槽、西梯旁的楼道及

三楼平台的公共空间都是杂物

堆积的“重灾区”，有占用楼道改

造厕所和厨房的，有在楼梯底安

装道闸形成“私人空间”的，更有

甚者直接把大件家具堆放在消

防通道，导致居民日常进出仅剩

一条通道。“清理占道杂物前，我

完全不知道小区还有另外的消

防楼梯通道，现在逃生出口被打

通，感觉生活更有保障了。”参与

清理的居民志愿者说。

经过中汇社区党总支联动

驻点团队、综合行政执法办、市

政管理办、小区停车场管理方、

治安队、小区热心居民等力量的

多次行动，一个安全、舒适、干净

的居住环境重现在农科所综合

楼宿舍小区居民眼前。

而在南丰村小区，化粪池堵

塞的问题曾令居民怨声载道。

“以前小区的排水能力太差了，

不仅经常会出现管道堵塞等问

题，每到下雨天还会粪水横流，

又臭又脏。”南丰村小区居民黄

叔说，以前他家每天都得门窗紧

闭，空气不流通，别提多难受了。

本次南丰村小区改造中，着

重对排水系统进行了全面翻

新。如今走进南丰村，再也闻不

到一丝臭味，破旧的水泥路被崭

新的沥青路替代，同时规划了整

齐的停车位和养眼的绿植，让小

区面貌大幅提升。此外，燃气管

道入户也让居民“扛罐上楼”的

日子即将成为“过去式”，切实解

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难题。

探索长效管理机制
巩固改造成效

老旧小区改造为居民营造了

新家园，而搭建“共建、共享、共

管”平台，探索建立老旧小区长效

管理机制，才能巩固改造成效。

“以前每个月我都要挨家挨

户收几十元的管理费，经常遭人

冷眼或拒绝，有时我还要自掏腰

包解决小区的各种问题。”农科

所综合楼宿舍街坊会会长颜森

源说，在中汇社区党总支引领

下，他协助管理小区已有好几

年，期间也遇到不少难题，管理

经费拮据就是其中之一。而本

次老旧小区改造建设了收费停

车场，增加了管理收入，为小区

后续管理和美化有很大帮助。

“停车场收费后，不仅车辆停放

有序了，每个月还有几千元的收

入，将来这笔钱可以用于小区地

面、墙面等翻新。”颜森源说，有

了经费支持，他有信心把小区管

理得更好。

“红色阵地”的建立，也对老

旧小区长效管理起到“灯塔”般

的作用。以前，农科所综合楼宿

舍三楼平台一个面积十几平方

米的房间被居民占用，本次改造

后，该房间被打造成为街坊志愿

互助会阵地和“创熟”议事厅，处

处充满党建元素。“我们计划将

参与本次改造、热心小区事务的

居民都凝聚起来，定期召开小区

议事会，引领居民共同缔造美好

新生活。”中汇社区党总支委员、

“创熟”专干梁嘉瑶说。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 邹韵斯

通讯员 吴迪

桂城中汇社区3个老旧小区改造后面貌焕然一新

建收费停车场为小区“创收”

■南海技工学校宿舍改造后增加了居民活动场地。

男子倒地昏迷
护士跪地抢救

患者出院后送来锦旗，感谢桂城育桂社区卫生服

务站护士陈海云

法援篇——

法援助力
维护罪刑相适应原则

南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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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家属为陈海云送鲜花。

■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路面清洗车在小区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