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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国清介绍，小区公共

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破损，影

响居民生活和安全。为解

决此问题，经过融和圆桌议

事会热心议事代表们商议，

成立小区环境卫生、安全秩

序、公共收益资源、小区创

熟正能量宣传、志愿服务和

疫情防控等六个品质监督

小组，与物业形成合力，共商

共治提升小区环境。

品质监督小组成立后，

由组长认领组别，组员由其

他楼栋代表和志愿者组成，

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和问题

处理奖罚措施，实现小区问

题从收集到解决、回访闭环

管理。这一做法效果明显，

不仅让小区更具“创熟”氛

围，更大大调动了居民参与

小区治理的热情。

如黄文英带领组员叶镜

波、焦晶晶等负责监督公共

收益资源使用情况，宣传小

组吴仁武和组员陈洁丽等策

划了普法宣传进小区等活动

……居民像扭成了一股绳，

不仅议事代表发挥特长各司

其职，物业公司团队也大受

鼓舞。

瓷砖修复和加固工程在

品质监督小组运作下，极大

调动了居民和物业团队服务

的积极性，为小区创熟机制

的探索及打造融和小区奠定

基础，吸引越来越多热心居

民加入建设小区队伍。

海南洲社区糖果雅苑党

支部书记吴敏耀介绍，借助

“创熟”工作机制调动热心居

民参与小区治理途径有很

多，糖果雅苑品质监督小组

就是其中之一，通过融和圆

桌议事会凝聚小区一群专业

智囊团成员，集思广益，群策

群力，更好地服务居民。

电动车不再乱停
“小圆桌”有大功劳

电动车“霸道”
居民很揪心

“电动自行车一停进来，

半条通道就被占了。”谭女士

说，前段时间小区存在电动

自行车乱停放现象，不仅阻

碍居民出行，还占据了楼栋

消防通道，更有部分电动自

行车直接在楼栋内“飞线”充

电，安全风险甚高。

同声社区发现问题后，

迅速组织开展走访调研，发

现电动自行车乱停放的主要

原因有二：一是小区楼栋内

停放电动自行车的空间不

足，尤其是3、6、7栋的规范停

车点，分别只能容纳楼栋电

动自行车保有量的50%；二

是小区内电动自行车充电棚

空间不足，导致出现楼栋内

“飞线”充电现象；三是有关

规范停放电动自行车的宣传

普及力度不够。

为此，同声社区联合南

海区乐活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共同开展金沙半岛小区

电动自行车治理项目，组织

居民成立“暖心小家”志愿服

务队，引导队伍通过走访调

研、议事讨论、制定方案、巡

查劝导等形式，群策群力整

治电动自行车停放乱象，同

时推动小区居民关注小区公

共事务，构建和谐邻里关系。

“圆桌”上集思广益 整治乱停放现象
在金沙半岛小区电动自行

车治理项目开展过程中，融和圆

桌议事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沙半岛小区居民杨丽燕

是“暖心小家”志愿服务队的一

员。尽管这是她第一次当志愿

者，但在专业社工的培训和指导

下，她渐渐掌握了劝导调解和议

事的技巧。

在一次融和圆桌议事会上，

社区、物业和“暖心小家”志愿服务

队讨论起电动自行车治理项目的

进展。杨丽燕讲述了在楼栋微信

群发现的一起矛盾纠纷。前段时

间，小区A业主发现B业主在楼

栋通道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阻

碍其出行，遂擅自移动车辆。B业

主得知后，与A业主发生口角争

执，期间误伤A业主的手部。A

业主要求B业主赔偿，但B业主认

为A业主擅自移动其车辆，有错

在先，双方均不愿作出让步。

会上，大家纷纷围绕事件提

出见解。经讨论，大家决定先上门

走访，稳定双方业主情绪，再进行

有针对性的“情、理、法”劝导调解。

于是，杨丽燕和其他队员运

用培训学来的“干货”上门进行

调解。在各方努力下，双方业主

达成和解，同时意识到电动自行

车规范停放的重要性，并保证今

后会自觉遵守相关规定。

在杨丽燕看来，融和圆桌议

事会坚持每月定期开展，讨论的

都是关乎居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切实为居民搭建了沟通桥梁。

事实上，小小“圆桌”也见证了金

沙半岛小区一系列治理举措的诞

生，包括成立“融和小家”志愿队、

开展志愿者议事培训、商讨巡查

劝导方案、制定居民公约等。

据统计，目前金沙半岛小区

居民的电动自行车保有量为

1000多辆，整治前乱停乱放的车

辆占比约40%。经专项整治行

动，小区在17天时间内完成10个

楼栋的整治，乱停乱放比例下降

30%，有效维护了小区公共秩序。

修复墙面瓷砖 小区将换新颜
海南洲社区糖果雅苑小区运用融和圆桌议事会机制，成立品质监督小组解决治理难题

“小区内各楼层、大堂架空层等公共区域墙面瓷砖的脱落问题12月前就可解决了，小区将会大变样！”里水海

南洲社区糖果雅苑小区居民梁国清对即将开展的修复工程充满期待。

2021年，该小区楼栋公共区域出现面积约3000多平方米的瓷砖脱落情况。在小区党支部带领下，热心楼栋

代表集思广益，公开招投标，表决用公共收益资金解决难题，最后由物业团队接收其中450平方米的瓷砖加固工

作。这是议事队伍熟练运用小区融和圆桌议事会机制的生动体现，也是热心议事代表们共同商议成立品质监督

小组，与物业形成合力提升小区品质的具体举措。

品质监督小组显作用
小区瓷砖脱落情况发生后，

因费用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今

年9月，小区融和圆桌议事会把对

瓷砖加固收尾和增空鼓面积处理

问题“搬”到会上，各楼栋代表集

思广益，商议处理措施，最终制定

修复方案，监督物业公司履行职

责。这背后，少不了小区品质监

督小组的功劳。

梁国清是小区 26 栋的业

主，从事装饰装修工程，他主动认

领监督电梯修复计划及瓷砖收尾

修复维修任务。在瓷砖修复和加

固工程开展期间，梁国清首先动

员监督小组组员联同物业一起排

查，对架空层瓷砖空鼓情况进行

登记，取下容易脱落的瓷砖。为

节省修复成本，小组成员在梁国

清的带领下多次走访市面材料供

应商，选取质优价廉产品，制定施

工办法，随后与物业反复沟通协

调，确定由物业团队接收450平

方米瓷砖加固工作，相关工程预

计12月前完工。

调动居民参与小区治理

“智囊团”火热招募中！
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离不开居民的参与。目前，

里水镇城市社区综合治理办公室聚焦熟人社区建设，正在收集包括服

务、课程、人员、资金、物业等多方公益资源，并将其整合成资源数据

库。后续将根据居民需求与数据库资源进行精准匹配，将资源链接到

各社区、小区，提升居民归属感、促进居民融和。

目前，一部分居民已经成功报名成为智囊团成员了！他们发挥个

人特长，为社区或住宅小区里出现的难题、议题出谋划策，与社区居委、

物业公司等力量一起化解问题，推动融和小区建设。各位有兴趣加入

智囊团的居民可以与社区负责人联系，申请加入智囊团，发挥自己的特

长技能，共同促进社区向善向美！

现在，先一起来看看部分智囊团成员的人物小档案吧！

朱宝良
社区：同声社区

特长：组织协调、沟通协作、机

电维修

简介：作为原南海发电厂

小区的志愿服务骨干，朱宝

良和志愿服务队成员合力推

进小区综合治理、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小区日常维护等

工作。他推动小区安装智慧

停车系统，解决了小区停车

难的问题，同时增加了小区的

公共收益。

可提供的资源：组织小区

志愿服务队成员进行防疫、

助困、助残、助医等工作；带

领小区居民成立合唱队，并

组织开展相关活动。

智囊团成员小档案

陈杰
社区：同声社区

特长：沟通、组织能力

简介：陈杰是万科金域缇

香党群志愿服务队核心骨干，

曾组织动员小区的志愿者积

极参与小区公共事务治理。

疫情期间，他和几名骨干队员

长期坚守在核酸检测现场支

援服务岗，并与社区工作人员

保持联系，将居民需求及时反

映给社区，成为小区居民连接

社区的纽带。

可提供的资源：可开设与

交流相关的课堂。例如：沟通

小技巧、如何有效化解小区各

类邻里纠纷等。

韦聪
社区：金溪社区

特长：人力资源管理、ERP管

理、营销

简介：韦聪是中恒支部宣

传委员、业委会委员，有较强

的组织、宣传、管理和应变能

力，富有团队精神，做事有担

当。她多次参与改善小区的

卫生、绿化、停车等问题的提

案，积极参加推进关爱青少

年、老人身心健康，小区文明

养犬管理工作、推动创熟小区

创建、防疫工作、改良电动车

充电桩等小区事务。

可提供的资源：将人力资

源和财务相关知识应用到小区

业委会工作中，帮助业委会进

行专业的财务管理，让小区治

理与日常工作运行更加顺畅。

梁江南
社区：海南洲社区

特长：红色文化宣讲、诗词鉴赏

简介：梁江南自2019年3

月担任海南洲社区悦园小区

8栋楼长以来，在小区党支部

领导和业委会指导下，发挥

文书写作和文化活动策划方

面的优势，连续三年参加里

水镇“乡村振兴 里水益行”公

益创投大赛并获奖；开展了

如“环保小卫士”“周六环保

公益集市”“悦·书房公益读

书会”等品牌志愿服务活动，

为促进环保意识、活跃邻里

关系、倡导亲子阅读、和睦社

区氛围，提供了广阔、持续、

包容和成长性的平台。

可提供的资源：可利用

自己对文化知识的了解，在

悦·书房公益读书会上分享

读书经验、宣讲红色故事，带

领居民共读好书籍，营造书

香社区。

李福嫦
社区：金溪社区

特长：英语、家庭教育、家风家

教、主持

简介：李福嫦热爱公益事

业，是中恒小区的一名楼长、

秘书组成员、关工委信息员、

校车护畅志愿服务队副队长，

主要负责小区大小活动的策

划、主持、简报发布、邻里沟通

信息传达、关爱孩子、调解亲

子关系、校车护畅夜间巡逻常

态化排班、i志愿活动发布与志

愿时数录入等相关工作。在

小区居住的六年时间里，她每

年都会给小区的孩子们上《国

际音标》公益课，孩子们都亲

切地称她为李老师。

可提供的资源：在小区活

动中，可充当主持人的角色，

让活动推进更加顺利；可开设

英语、家庭教育等课堂，吸引

更多居民参与活动，让居民在

活动中增进感情。

陈洁丽
社区：海南洲社区

特长：家庭教育、家风家教、普法

宣传

简介：陈洁丽从事普法宣

传8年多。2021年成为海南

洲社区糖果雅苑党支部委

员。她积极参与社区治理，

多次参与防疫一线志愿活

动、楼长及圆桌议事，帮助小

区解决了各类难点难题。

2022年开始，她参加社区与律

所结对工作，为社区法治宣传

出谋划策。

可提供的资源：可结合累

积多年的法治资源，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各类法治

宣传活动，以推动《民法典》宣

传常态化，营造社区法治氛围。

文/珠江时报记者何海燕

■“暖心小家”

志愿服务队成

员张贴电动自

行车停放区域

标识。

（通讯员供图）

10月30日晚，同声社区金沙半岛小区居民谭女士散步后回家，走在宽阔的楼栋里，她不禁感叹：“电动自

行车不再乱停放，出入舒心多了！”

原来，此前金沙半岛小区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现象频发。而如今实现转变，少不了一张小小“圆桌”的功

劳。今年8月，同声社区开展推进金沙半岛小区电动自行车治理项目，通过召开融和圆桌议事会，组织社区

工作人员、物业、居民志愿者等群体，探讨有效缓解小区电动车停放问题的方案，让居民出行更舒心。

■糖果雅苑小区楼栋代表座谈交流。 （通讯员供图）

文/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通讯员卢伟熙

文/珠江时报记者邓施恩通讯员郭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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