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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篇——

酿成安全事故
房东租客共担责

案例简介

某桶装水店发生火灾，烧毁了饮水机、饮

水桶等物品一批，使得建筑物局部受损，造成女

员工黎某吸入有毒气体后中毒死亡。经查，起

火原因是电源线路故障引燃可燃物。黎某的

亲属到法院起诉，要求店铺老板杨某、店铺业主

段某赔偿损失。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杨某承担

30%的赔偿责任，段某承担30%的赔偿责任。

部门说法

本案中，杨某作为承租人，未尽到监管店

铺消防情况责任，没有培训店铺员工正确使用

灭火器，店铺也没有消防安全检查验收合格

证，这与事故的发生均有一定关联性，对黎某

的死亡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段某作为商

铺的所有权人，对出租房屋的基本配套设施负

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排除安全隐患，使其出

租的房屋符合安全使用的要求，以避免危及实

际使用人的生命健康权，但段某未履行上述义

务，其行为对火灾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应对

黎某的死亡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

相关链接

1月15日至1月16日，南海区普法办、南

海区司法局联合举办“安全与遵章同在，平

安与南海同行”主题微信学法大赛，参与游

戏答题有机会获得微

信红包等丰厚奖品，

详情可关注“南海普

法”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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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主动申请建设“四小园”
里水镇文教社区以“四小园”建设为抓手，写好人居环境整治文章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

健 通讯员/傅宝珠 摄影报道）

“小区存在道路凹凸不平，大

堂地砖不平，外立面瓷砖掉落

……麻烦尽快解决这些问

题。”近日，海南洲社区悦园小

区党支部委员王波把收集到

的问题跟物管一一反映，履行

他作为网格员的职责。

健全的党建网格体系是

筑牢全链条服务的政治组织

保障，2021年以来，海南洲社

区以“社区党组织、住宅小区

党支部、户联系党小组”三级

党建网格织密社区服务网，充

分调动网格党员、网格志愿者

等多元力量，为全链条服务提

供人员支撑，提升党建网格的

服务能力，解决了一批困扰居

民的烦心事。

三级党建网格
覆盖每个小区

“我是一名党员楼长，也

是一名议事代表，想收集大家

对小区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大

家什么时间方便？”王波在微

信群里亮身份，并一一记录居

民的声音，约定时间与居民面

对面交流。

按照社区党组织—小区

党支部—户联系党小组的三

级党建网格体系，王波属于党

小组户联系一级。他在悦园

小区划分的四个网格中负责

第三网格，负责收集居民意见

建议，呈交到融和圆桌议事会

讨论。

2021年9月，海南洲社区

完成了三个住宅小区的“三级

党建网格”系统建设，共设置

11个党建网格，其中悦园小区

4个、糖果雅苑和糖果花园各

3 个，南海双语实验学校 1

个。骨干党员担任网格组长，

党员和楼长、志愿者组成户联

系党小组，把党的工作延伸至

小区的每个角落，更直接更深

入地联系居民群众。

三级党建网格下，海南洲

社区各住宅小区探索党员骨

干带动机制，建立党建网格队

伍。组织党员以党小组为单

元、以户为单位充分调动网格

党员、非网格党员、网格志愿

者（如楼长、义工、群众自组织

成员等）和工青妇、人大、社工

等其他网格工作力量，统筹基

层治理资源，划区域搭建起户

联系小组。

多元服务主体实现全覆

盖式构建，有效整合各类资

源，各司其职，为住宅小区的

全链条服务提供了一支高质

量服务队伍。

有效推动解决
居民诉求

社区搭建的三级党建网

格，让居民诉求、沟通渠道更

畅顺。王波不仅主动收集问

题，还主动发现问题。例如居

民很关心的安全问题，他巡查

发现小区存在道路凹凸不平、

大堂地砖不平和外立面瓷砖

掉落等问题，他收集好后反映

给物管，督促尽快解决。

在疫情防控期间，三级党

建网格更发挥了重要作用。

悦园小区在党组织的统筹带

领下，由驻点团队、社区工作

人员、物管公司、业委会和楼

长组成的队伍，带领着小区党

员，投身到防控一线中，成为

群防群治的中坚力量。

同是党建网格成员的何

广花，是糖果花园小区一名楼

长、亲子读书会负责人，平日走

访了解到“双减”后家庭教育面

临困惑，利用业余时间操办起

楼栋茶会增加邻里互动、还通

过小豆芽亲子读书会恒常开

展亲子共读，解决了一批家庭

陪伴等问题。

海南洲社区通过党建引

领、组织、协调多方力量参与

社区治理并形成合力，三级党

建网格有效推动精细化治理

和助力“基层治理最后一公

里”。该社区三级党建网格

2021年累计走访1935户，收

集38个诉求（含小区清洁卫

生，公共设施破损、文体活动

需要），有效解决问题达98%。

里水镇海南洲社区通过三级党建网格，将服务延伸到小区每个角落

多元力量解决居民烦心事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刘伟鹏 通讯员朱嘉泳

近日，在里水

镇文教社区联和经

济社，一间红砖房

外站满了居民。原

来，这里经过“四

小园”建设，陈旧

不堪的红砖房换上

了新颜，四周种满

了艳丽的三角梅，

活灵活现的乡村圩

市还跃于墙上，勾

起了居民的乡情与

回忆……

自里水镇全面

启动“四小园”建设

以来，文教社区11

个经济社掀起了一

股“改造风”，党员

干部、志愿者纷纷

动手，通过三清三

拆三整治，把一块

块散乱的闲置地变

成了田园、菜园、果

园、公园，激发起居

民动手装扮家园的

热情。小家园更

美，大家园更靓，居

民生活环境更优、

幸福感更强。

这两天，文教社区党委书记

黄启良又来到各经济社建好或在

建的“四小园”附近，和居民聊着

家常，倾听他们对“四小园”建设

的看法。在交流中，黄启良向居

民们展示了一个个建好的田园、

菜园。“书记，下次建菜园果园，也

帮我家建一个吧！”绿意盎然的菜

园，让不少围观的村民主动申请

建设“四小园”，有的还做起了“果

园计划”。

“现在社区‘四小园’建设热情

十分高涨，居民们变得更加主动，

也更加愿意去参与、改善周边环

境。”黄启良说，自启动“四小园”建

设以来，社区人居环境治理的热情

更高涨了，不仅拆除了100多处鸡

棚、违建棚，修复美化了村前近300

处树池花基，还在各经济社建成了

21个“四小园”……人人参与人居

环境治理的氛围愈加浓厚。

此前，文教社区基础设施陈

旧、历史欠账多，个别居民存在霸

占公共区域的情况，加上流动人员

多、车流量大造成秩序混乱。针对

这些情况，黄启良召集社区两委干

部，各经济社长、支部书记，举行

“思想再解放·治理再出发”思想动

员会，对此进行大讨论。之后，他

们分别带队，深入走访社区大街小

巷，了解、评估社区现状，及时建立

整改台账，制定相应的改进计划，

分片分类高标准进行全域大清理，

并发动和鼓励一批居民将家中闲

置地建成“四小园”。

沟通、协调、清拆、改造……在

文教社区，烂地闲置地被改造成整

洁的小果园、小花园、小公园、小菜

园，社区生活也因此迎来了新变

化：杂物全部被清走，换成了芳香

扑鼻的鲜花植物；文金东小公园焕

然一新，成为了居民休闲娱乐的好

地方；居民房前屋内多了小花园、

小菜园，邻里关系进一步拉近……

整治有成效，环境大提升，让

居民对社区人居环境整治有了新

的认识，思想也开始从“要我做”转

变为“人人都做、我也要做”。“村子

现在变得干净整洁，居民自然会支

持和参与。”文教社区联和经济社

社长唐绍根表示，如今，居民经常

自发拿着工具，浇花除草，主动维

护周边环境，整个经济社的生活氛

围融洽了不少。

“书记，菜园最近快收成了，

后面我还计划多种几个品种

……”住在红二经济社的王二开，

和黄启良分享着丰收在即的喜

悦。王二开曾有两块未建的宅基

地，放置杂物，长年累月疏于打

理，土地变得非常脏乱。在社区

的帮助下，这里经过收拾清理变

得焕然一新。“他们都是‘好帮

手’！”王二开笑着说。

“日晒雨淋，这里经常传来

异味，既不卫生，也影响村容村

貌。”黄启良说，经过三清三拆三

整治行动，这里的杂物逐一被清

理，环境变干净了，他们也鼓励

王姨合理利用好土地。在黄启

良的建议下，王姨用竹栏将这里

圈起来，并开垦土地，打造成小

菜园。

“四小园”建好了，该如何做

好打理和后续管养？社区将主要

管养权交给居民，激发他们的积

极性，带动更多居民参与。“社区

在此过程中，以引导和帮助为主，

让居民自己动手。”黄启良说，文

教社区还对“四小园”建立了监督

制度，邀请党员、居民组成监督队

伍，对社区21个“四小园”后续管

养情况进行分区域监督。

同时，文教社区在2021年先

后制定了《文教社区“干净整洁文

明户”评选方案（下称《方案》）》及

《文教社区居民委员会人居环境

自治公约》（下称《公约》），详细说

明了社区环境卫生管理、公共秩

序管理、奖惩方法，并张贴在11

个经济社的公告栏公示。

“《方案》及《公约》从2022年

开始实施。”黄启良介绍，接下来，

文教社区将落实“门前三包”管

理，以户为单位、每座房屋为单

元，由党员志愿者、各经济社长、

妇女代表等对其开展考察评选，

每季度评出“干净整洁文明户”，

并给予奖励；对于热心、支持社区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者，自觉履行

《公约》者，社区也会给予适当奖

励。相反，违反以上条例者，社区

行政审批、居民福利待遇、年度股

份分红等将受到影响。

黄启良说，“四小园”建设为

文教社区人居环境治理提供了新

思路，注入了新活力。“内有素养，

外表整洁，希望党群联动之下，文

教能建设成为表里如一、像城市

一样整洁的新农村。”

“四小园”建设助解人居环境整治难题

奖惩并行 帮助居民转变思想与习惯

■社区在居民房前屋后打造“四小园”。

■海南洲社区党员、楼长、志愿者等上门了解居民诉求。

■文教社

区党委书

记黄启良

来到菜园

了解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