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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带变小菜园
党员楼长来还原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通讯

员/陈婉君）4月25日，狮山镇罗湖

社区龙光君悦龙庭党支部志愿服务

队联合小区楼长，对小区绿化带私

有化种菜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回

头看”，解决绿化带变菜园问题，还

“绿”于民。

此前，罗湖社区龙光君悦龙庭

小区的楼长在巡查中发现小区一

期、二期有不少绿化带被业主据为

己有，改造成了“家庭小菜园”，楼长

团队在了解情况后，与小区物业一

起要求各业主尽快整改。

当天，罗湖社区龙光君悦龙庭

党支部志愿服务队联合小区楼长对

业主的整改情况进行回查，发现有

个别业主对危害小区公共利益的行

为不自知，不配合小区物业的整治，

被其据为己有的绿化带并未恢复原

貌。

对此，党员楼长现场与业主

沟通，明确公共绿化属于全体业

主所有，晓以利弊，同时再三要求

物业行使管理权进行强化管理。

最后，业主与小区物业达成一致，

留出一天时间让业主处理完目前

可食用的蔬菜。小区物业将在业

主处理完菜地后，安排绿化工人

将菜地的残余蔬菜清理并重新种

上绿植。

志愿服务队和楼长还对本次

“回头看”进行总结，表示应该将问

题列入小区专项治理，由小区楼长

团队持续跟进，防止二次出现绿化

带变菜园。

药师教居民
辨识中草药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通

讯员/叶思华）“党参、黄芪、当归、

阿胶、人参、高丽参……”4月 24

日，“寻本溯源·德耀芦塘”华佗文

化之中草药辨析课程在狮山镇芦

塘社区幸福院举行，邀请专业药师

教居民辨草药、用草药标本做扇

子，加深居民对社区华佗文化的了

解。

“黄芪和党参都是补气的常用

药，二者同归脾、肺二经，均可补气

养血……”现场，南海区公共卫生医

院副主任药师江丽欢介绍了常用的

滋补类中药，包括药效、用药禁忌、

如何辨真伪等内容。

“很多人误认为中药药性平和，

无毒副作用。其实，服用滋补类中

药也要讲究方法。”江丽欢表示，对

常用药有了正确认识之后，日常生

活中就能正确选用合适的滋补药

品，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今天真的很有收获，平常自己

在家里会用党参、黄芪煲汤给家人

喝，还真的不知道湿热人群不宜饮

用呢，下次煲汤要注意了。”芦塘社

区居民黄姨说。

为了提高社区居民对华佗文化

探究的兴趣，活动还设置手工制作

环节，用中草药标本做扇子，寓教于

乐，让居民在实践中学习中草药文

化。

作为佛山市首批创建美丽文

明村居的社区之一，芦塘社区一直

围绕“寻本溯源 德耀芦塘”的主

题，挖掘和传承社区优秀历史文

化。依托社区华佗诞等本土资源

和文化内涵，芦塘社区自今年3月

起，组织开展“寻本溯源，德耀芦

塘”华佗文化之草药文化传承系列

活动。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通讯员/招燕楣摄影报道）“目标

在心，责任在心，人居环境卫生

整治的决定因素在人。”4月25

日，“建设美丽招大，打造狮山

最干净社区”动员大会召开，提

出要用一年时间打造狮山最干

净社区，80多名“两委”干部、经

济社社委、支部书记等现场宣

誓，务必使社区环境发生根本

性转变。

2019 年，招大社区通过

“百日攻坚”行动，用三个月时

间清理了大量牛皮癣、违规搭

建、多年的建筑垃圾等，人居环

境卫生整治取得了一定成效。

“短短几个月内，社区环境发生

了很大变化，得到上级、群众的

双重肯定。”狮山镇招大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经联社社

长招国强说。

“如今，我们要对人居环境

卫生整治进行再动员、再鼓劲、

再行动、再部署，‘两委’干部靠

前指挥，要用一年时间打造狮山

最干净社区。”招国强表示，人居

环境卫生整治的决定因素在人，

“两委”干部、经济社社长要起带

头作用，所有经济社社委都要往

前冲，勤力干活，带动群众用一

年时间补齐所有短板，赶上其他

人居环境卫生先进镇街优秀社

区的水平，为狮山争光。

现场，招大社区“两委”干部

冼锡酬、招德和、邓伟峰、林瑜，

冼边经济社党支部书记莫群英、

白坭坑经济社社长邓英华等6

人围绕“如何做好本职工作”的

主题，先后就自己所负责的乡村

振兴项目、消防流管工作、市政

卫生等作表态发言，表示要积极

配合推进社区的人居环境卫生

整治工作，务必使社区环境发生

根本性转变。

“践行乡村振兴战略，共建

美丽文明村居。从我做起，自我

约束，从家庭做起……”随后，全

体参会人员起立握拳，共同宣

誓，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展示了

招大社区开展新一轮人居环境

卫生整治的决心。

“我们的人居环境卫生整

治效果在狮山是靠前的，我们

要有信心打造狮山最干净的

社区。”招国强表示，要有“不

打胜仗绝不收兵”的决心，以

时不待我、只争朝夕的精神状

态，以舍我其谁、全力作战的

姿态，坚决打赢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攻坚战、主动仗，让村民

看到社区更加美好、更加美丽

干净的一面。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兴）

4月27日，南海区首个社区治

理公益专项基金在狮山镇罗村

社区揭牌成立。这是南海区进

一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创新项

目落地实施的开创性举措，不

仅有效充实了罗村社区治理体

系，还为探索营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发挥积极

作用。

据罗村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颜铭坤介绍，社区治

理公益专项基金根据罗村罗寨

慈善会章程，经罗村罗寨慈善

会批准设立，由南海区佰乐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运营。它以社

区问题和居民需求为出发点，

通过向社区内企业、居民等进

行募捐，筹集更多公益资金用

于支持社区民生项目、慈善活

动以及社区发展，从而撬动社

区多元主体和资源共同参与社

区治理，促进罗村社区建设成

为更具人文关怀、更宜居的美

好社区。

罗村社区治理公益专项基

金设立了基金管理委员会（下

称“基金管委会”），负责专项基

金的决策运行。其中设有主

任、副主任各1名，委员5名，监

事长1名及监事2名。会上，罗

寨慈善会会长白惠清为基金管

委会成员颁发任命证书。

在南海区委政法委基层社

会治理股、狮山镇综合治理办

公室的代表成员、罗村社会管

理处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罗森

明、罗村社会管理处公共服务

办公室副主任邝沛楠及居民代

表的共同见证下，罗村社区公

益专项基金揭牌，宣布基金正

式启动。

会上还设置社区基金知识

培训环节。深圳市慈善会筹资

合作部总监谢宏通过列举深圳

市蛇口、五和、坪山、凤凰、东升5

个社区基金（会）的成立与运作

模式，详细讲解了社区基金在社

区治理中如何发挥作用。他表

示，社区治理基金应该结合本地

资源，将地方社会资源与社区社

会组织链接，构建多元筹资体

系、提升战略资助能力。

今年是南海区推动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攻坚

年。南海计划建立更多社区基

金，除资助开展传统的社区慈善

外，将资助开展有利于改善社区

治安、环境、教育、卫生等事业的

公益项目，助力社区微治理、孵

化社区志愿团队、培育社区社会

组织等社区发展事项。

而罗村罗寨慈善会社区治

理公益专项基金的成立，是一

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是探索

该社区以及南海区社区服务运

作模式的一种尝试。

颜铭坤表示，接下来，社区

治理公益专项基金将以社区关

怀弱势社群为出发点，组建志

愿服务队伍，培育团队骨干，整

合罗村社区内外资源，初步搭

建起社区公益服务联动平台，

努力为南海区各镇街、社区成

立社区基金提供范本。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通讯员/张智）4月25日，狮山镇

状元社区驻点团队携手社区党

委、小区党支部、邻里中心、小区

物业公司，在依云华府、俊雅名

园小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党员志愿服务进小区主

题党日活动。

现场，义剪、义诊、垃圾分

类、卫生计生知识宣传、积分入

学、入户等政策宣传等10个服

务摊位依次排开，引来不少居

民。在义剪、义诊摊位上，居民

排起了长龙。依云华府小区居

民李小姐带着孩子前来剪发，

“刚好今天休息碰到便民活动，

便让孩子在家门口把头发剪

了。”

据统计，当天共服务居

民 200 多人次，收集社情民

意 6 条。状元社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持续跟进社情民

意的进度。

日前，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

处党委委员、副主任，状元社区

驻点团队领导蒋开展还带队深

入状元社区多个居民小区，了解

居民电动车充电情况及充电桩

建设情况。在了解到部分小区

存在因充电桩建设不完善，居民

电动车充电不方便甚至有业主

带电动车回家充电的问题后，状

元社区驻点直联团队带领社区

党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联系相

关资源、组织消防部门实地查

看，做好居民及物业公司的宣传

工作，推动各小区充电桩建设，

目前已有22个小区安装了36

处集中充电桩，还有4处在建

中。

“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

最突出的问题抓起，把了解社情

民意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

第一步。”蒋开展表示，驻点团队

及社区党委要着力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和党员领导干部表率作

用，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群

众、小区楼宇、片区企业生产一

线，广泛听取居民意见、了解企

业生产生活及民生需求，积极为

群众办实事。

狮山镇状元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吴其国表示，状元社

区将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居民所

需出发，引领支部、邻里中心和

社会组织，凝聚各小区党支部高

效为群众办实事。状元社区党

委将组织更多便民志愿服务进

入社区各住宅小区。

招大社区鼓励干部群众携手行动，共绘美丽图景

一年打造成狮山最干净社区

南海首个社区治理专项基金成立
罗村罗寨慈善会社区治理公益专项基金将助力社区建设发展

状元社区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便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全体与会人员宣誓，打造狮山最干净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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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点团队收集社情民意。 通讯员供图

绿化地变菜园，不是添绿是“添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