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要贪图便宜购买劣质充电器，要选择正规厂家

的电动车和充电器。

●不要擅自改装电池、改动电气线路、拆除限速装置。

●不要在楼梯间过道或房间内停放或充电。

●不要长时间给电动车充电，电池老化要及时更换。

太平社区在9个自然村和

1个公共区域的划分基础上，建

立了10个环卫保洁交流微信

群。村民一旦发现脏乱差现象，

就可以通过发微信、打电话的方

式向本经济社社长报告，再由社

长前往该处督促处置。而村里

的高清摄像头也被赋予“新使

命”，一旦抓拍到破坏环境的行

为，工作人员就会在微信群上进

行曝光。

在人居环境的巩固和管理

中，太平社区采取刚柔并济的方

式。除了建立“社长+科技”的长

效监管机制，社区还建立人居环

境治理奖惩机制并写进村规民

约，引导村民合力提升社区“颜

值”。如设立人居环境治理专项

奖励资金，组织社区干部、党员、

经济社骨干等人员进行统一考

评。对严格遵守《大沥镇太平社

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管理规定》

的家庭，社区会发放一定标准的

补贴，以示鼓励；对违反《管理规

定》的家庭，则取消其相关补贴，

同时将不文明行为拍照并给予

黑榜通报。

既做到柔性推进，又做到刚

性落实。太平社区推动大家心

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

处使。通过形成“比、学、赶、超、

帮”的良好氛围，太平社区群众

的环保意识不断提高，人居环境

也得到持续改善。 5月19日，

佛山市通报2022年第一季度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检查结

果，太平社区以明检行政村（社

区）第三名的成绩。

美丽乡村满足村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生活变好了，大家

对环境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期

待。”郭景钊表示，接下来，社区

将在出租屋人员管理、公共设施

的维护管理、垃圾分类、路内收

费停车等事项进行相应的规范，

进一步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

该监管平台除了对电动自行

车入室充电监控报警，系统还可对

电器线路隐患报警，如线路过载、

漏电电流、电气线路故障电弧、线

缆温度异常这四大类电器线路隐

患，一旦超过监测阈值，即刻发送

报警，提醒相关人员注意，及时排

查问题，防止火灾发生。

同时，监管部门通过系统后台

统计、自动生成的数据报表，可及

时掌握辖区内用电安全隐患，可针

对性做宣传引导。

一直以来，南海十分重视电动

自行车的规范管理和充电安全问

题，电气安全物联网智慧监管系统

的部署只是其中的一个治理手

段。南海还大力规范末端环节的

安全充电管理，不断推广建设电动

自行车集中充电点，最大限度消除

安全隐患。

电动自行车用电安全，多防一

步，少出事故。应用物联网和智能

化技术手段进行监控和预警，不失

为现代化社会治理的明智之举。

大沥镇太平社区巧用民智民力，提升人居环境与乡风文明

“面子”更美“里子”更实

大沥镇太平社区
白界西经济社党支部
书记兼社长郭达成最
近很忙。他正谋划着
完善村里的涂鸦。虽
然白界西已是太平社
区人居环境整治的标
杆村，但在郭达成看
来，还有细节可以做得
更好。“我们计划沿墙
种上藤科花草，提升村
容村貌。”

走进太平社区，满
眼的绿树成荫、水清花
美。墙绘的孝德文化
和企业出资建设的村
居小景，营造出一派乡
村和谐的美景。这是
太平社区“聚民心、集
民智、借民力”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探索多元
力量参与基层善治的
成果。

“事情要大家一起
干才有意思。”如今社
区里，男女老少形成了
这样的共识。

太平社区许贤赵家庭是太平

社区的“和谐家庭”。在重建草塘

许氏大宗祠、重修北海村祠堂时，

许贤赵都积极捐款。看到社区干

部、志愿者为人居环境变美而努

力，许贤赵也想为出一份力。得

知社区开展“我为百园捐百元”活

动后，他第一时间响应，出钱出力

参与社区建设。

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由于

各利益主体的诉求不同，各项工

作的开展受阻。激发群众内生动

力，逐步引导群众在乡村治理工

作发挥主体作用，才是一条自主、

可持续的乡村善治之路。因此，

太平社区着重鼓励、引导村民参

与社区建设，提升“主人翁”意识，

进而提高大家的满意度和幸福

感。

经过探索多元共治的实践，

太平社区收获了宝贵的经验，并

用在“四小园”建设上。今年初，太

平社区党委发起“我为百园捐百

元”活动，得到了村民的大力支持。

其实，起初不少村民觉得与

其花钱提升环境，不如把钱变成

“分红”。但党员干部带头的干劲，

让他们逐步被感染。仅第一轮募

捐活动，社区便筹集到资金超过

500万元，最大的单笔捐赠金额

高达50万元，出自企业家李慧钊

之手。这笔钱除了用于“四小园”

建设，也将用于太平慈善会扶贫

助困支出。

为了让美丽延续，太平社区巧

用村民资源，把“四小园”的管养责

任交给党员和直接受益的村民。平

日里，村民负责监管和养护“四小

园”的植物，像自家花园一般爱护。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翠贞 图/珠江时报记者梁卫展

通讯员李翠姗

刚柔并济“约”出文明新风尚

认捐树木 村民心更齐了
2021年，太平社区两级集体

经济收入超2.5亿元，股民人均

年分红约1.6万元。这些年，社

区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但部分村

民过去的习惯却还如影随形。太

平社区党委书记郭景钊回忆，在

过往一些清拆整治工作中，常常

是当月清拆完，下月又反弹了。

究其深层缘由，多是村民觉得那

是政府和社区该干的事情，想着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怎样改变“干部干、群众看”

的局面？太平社区的思路简单直

接：先带头干给大家看，再带着大

家一起干。

人居环境治理关键在带头

人。因此，太平社区的村干部带

头往前冲，对待乱搭乱建一视同

仁，厂企、党员、村民纷纷参与进

来，让社区人居环境整治得以顺

利推进。

太平社区要求党员干部、经

济社骨干带头“自扫门前雪”，再挨

家挨户动员村民做好房前屋后的

清洁。同时，郭景钊带头捐了一

棵凤凰木，两委班子集体捐了一

棵凤凰木，白界西党支部捐了一

棵秋枫。种种实际行动，让村民

看到了社区和经济社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的决心和效果。村民纷纷

开始认捐树木。当村里绿树成荫

时，人心也更齐了。

在人居环境整治上，太平社

区的基层治理责任早已直插到经

济社一级。现在，太平的经济社

要定时巡查村头巷尾，维护人居

环境整治和效果。这也是压实经

济社社会管理责任的一个重要体

现。

激发动力自己的家自己建

电瓶车入户充电智慧监管系统3秒报警
桂城引入电气安全物联网智慧监管系统，实现电瓶车入室充电智能监测

目前，佛山全市
电动自行车注册总量
达177万辆。与此同
时，电动自行车引发
的火灾事故也呈现上
升趋势。

今年 6 月起，桂
城街道率先在南约社
区和东二社区以及部
分专业市场引入电气
安全物联网智慧监管
系统，实现对电动自
行车入室充电行为智
能监控、自动报警、生
成数据报表一体化智
能监管，以物联网加
持智慧监管，助力基
层治理。

实施效果如何？
一起来看看吧。

近期，桂城街道针对电动

车入室充电等隐患问题印发了

《桂城街道出租屋电动自行车安

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重点整

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人车

同屋”“飞线充电”“携带蓄电池

入户”等突出问题。通过推进电

动自行车停放点建设、开展地毯

式排查等措施防止电动车火灾

事故发生。

为从源头上遏制、杜绝违

规充电行为，桂城街道还应用

最新的科技手段，部署智慧安

全用电监管平台，于今年6月

率先在南约社区和东二社区引

入用电安全智能监测物联网智

慧监管系统。

该平台的智能预警监测主

机内置电流指纹技术算法，通过

对电气线路中80多个维度的

电气数据进行超高频采样，对采

集到的数据进行算法分析，实现

全天候、全自动监测、报警，所有

电器只要一接入到电气线路回

路中，系统可在3秒内精准识别

接入电气线路中的用电设备，识

别率达到95%以上。同时，监

管系统为每一台监测主机配置

关联人员，当出现入室充电行为

或是电气线路中存在其他安全

隐患时，系统将快速向关联人员

发送电话、短信、APP提醒，同

时自动生成报警记录。

目前，南约和东二社区试

点共安装了203台智慧安全用

电监测主机终端，覆盖52栋出

租屋。通过技术监测，加以法律

法规宣传指引，让租户逐渐形成

到指定区域充电的良好习惯，对

电动车入室充电这一安全隐患

的监测，也更加有效、有力，保障

了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自该系统上线以来，从最

初的数据空白、监管手段不足，

到现在的数据可视化以及人

防技防双结合，可以看到居民

将电动车带回家的情况在逐

月递减。

以南约社区为例，6月份南

约社区总计发生充电告警次数

是206次；7月份总计发生充电

告警次数是139次；8月份总计

发生充电告警次数是77次；9
月份至今告警次数58次。

人防技防联手违规充电无处遁形

文/珠江时报记者刘杭

通讯员杨溢烽

电器线路隐患预警
全面守护人民安全

电动车
充电四不要

桂城对红木汽修行业开展
联合执法

粉尘收集不完善
家具企业被“点名”

珠江时报讯（记者/邹韵斯通讯

员/陈锦强）9月22日，桂城街道环

委办继续对红木家具企业、汽车维

修企业开展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打

击各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持续改

善空气环境质量。

当日上午，桂城生态环境监督

管理所联合桂城应急管理办、桂城

消防办、林岳社区、平南社区、大圩

社区和南海红木协会行业专家，共

出动工作人员合计22人，分成三个

联合行动小组，对13家红木家具企

业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现场，执法人员围绕企业是否有

合法牌照、是否有安装粉尘治理设

施、是否存在违规喷漆以及是否符合

安全生产规范等进行严格检查，依法

查处违规企业，制止其违法行为，并

对违规企业发出限期整改通知。

其中一队执法人员来到大圩社

区三家红木家具企业检查。现场发

现个别厂区内粉尘密布，粉尘收集

不完善，治理设施没有定期清理，执

法人员将相关情况记录在案，要求

企业负责人配合桂城生态环境监督

管理所作进一步调查。

当天共发现存在粉尘收集不完

善和安全隐患问题的企业4家。

当日下午，执法人员到叠北社

区3家汽车维修企业检查，共发出

责令整改通知书3份，后续执法人

员将继续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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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社

区党员参

与“四小

园”建设。

■墙绘提

升了村居

“颜值”。

■太平社区水清岸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