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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联动把民生事办好办到底

前山街道中山亭社区

“断头路”变成“连心路”

社区便道环
境提升，居民通
行更舒心。
本报记者
苏振华 摄

本报讯（记者苏振华）近日，
在当地社企党组织的牵头推动
下，
香洲区前山街道造贝社区白
云路与金鸡路之间 300 余米便
道的百米
“断头路”
被打通，
并完
成美化、
亮化，
实现了环境提升。
造贝社区邻近珠海市城市
排水有限公司，在地理位置上，
社区主通道、排水公司、中臣花
园公交站三点一线。为了方便，
周边居民上下班会经排水公司
外围穿过空地，
久而久之就踩出
了一条300多米的泥路。
为更好满足周边居民的实
际通勤需要，2019 年，排水公
司积极与造贝社区沟通，通过
公司自筹资金方式把泥路铺建
成了一条硬底化便民小道，以
减少居民的绕行距离。据统
计 ，周 边 社 区 人 口 超 过 1.8 万
人，每天早午出行高峰行人数
接近 2000 人，修建便道极大改

善了周边群众的通行条件。
不过，由于原来空地尚有
单位驻场，
便道无法完全及时铺
就，
水泥路往北还有近百米长的
路面没能浇筑，一直是砂石地
面。由于便道是企业自主修建，
并没有纳入市政道路规划，
导致
得不到常规维护，
投入使用两年
以来，便道上垃圾遍地、杂草丛
生，卫生条件很差，一些设施也
被损毁。周边居民对此抱怨颇
多，
便民路逐渐成了
“烦心路”
。
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
来，
珠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党
支部借助与造贝社区党委共建
的契机，
紧盯群众
“急难愁盼”
问
题，
听民声、
解民忧，
在空地有关
单位搬迁之际及时重启便民路
项目，
计划彻底解决居民通行问
题。经市委党史学习教育第十
五指导组现场调研指导，
明确了
该民生实事具体要求。
2021 年下半年，排水公司
党支部携手造贝社区党委共同
推进便道升级改造项目，至 11
月中旬，项目已顺利完成。
“现

在，不仅将百米‘断头路’打通，
连上了水泥路，旁边还建起绿
化景观带，落实了常态化保洁
制度，美化了道路，安装了路
灯，增强了过路群众幸福感、获
得感。”造贝社区工作人员对记
者说，虽然便道宽度仅 2 米左
右，比不上康庄大道，但名副其
实是党群关系的
“连心路”
。
与此同时，为了巩固党史
学习教育成果，让群众了解什
么是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
办实事”办什么、怎么办，上述
企业、社区党组织还沿便道共
同设立一系列党史学习教育宣
传栏，向基层群众展示党的百
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阐明
党群血肉联系。
珠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周赞民表
示，
把好事办好，
是对基层党组织
为民办事能力的考验。接下来将
继续深入推进与社区的共建共治
共享工作，
贴近群众，
真情实意为
群众办实事、
做好事，
不断构建和
谐友好的社企邻里关系。

珠海市今年已开启“绿波救援”169 次

警医联动抢回生命通道的每一秒
本 报 讯（记 者 张 景 璐）25
日，记者从珠海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获悉，交警部门开辟绿波
生命通道，创新“警医合作联
动”模式，进一步完善道路交通
事故救援应急机制，
为群众提供
最快速、
及时、
有效的救助通道，
打通生命安全应急救援救治
“最
后一公里”
，抢回生命通道的每
一秒钟。

接警席位、开通三方通话等方
式，实现警医联合接警、统一布
置，最大限度地缩短入院前医
疗急救反应时间。”珠海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说。
智慧交通赋能
为生命开启
“绿波救援”
169 次

依托智慧交通信号协调控
制平台，交警指挥部门接到救
援救治车辆报警后，可快速梳
警医合作联动
理分析全市各医院分布和周边
最大限度缩短急救反应时间
交通情况，立即制定多条应急
据介绍，交警部门联合全 救援路线预案，并对信号灯控
市各级医院，制定珠海市道路 制路口进行精细化管控。
交通事故急危重症伤病员救治
此外，就近辖区交警大队
定点医院目录，共在 9 家医院 按照“首接首办”原则，派出应
设立交通事故救援绿色通道， 急救援护送“铁骑”队伍，全程
各医院合计派出道路交通事故 护送伤病员到达指定医院，尽
医疗救援专家 42 名。
可能减少车辆交通延误，为抢
“交警部门与珠海医疗机 救急危重症伤病员争取宝贵时
构 联 合 推 进‘110’
‘120’联 动 间。据统计，今年以来，珠海市
接警机制建设，通过设立联合 交警部门已开启绿波生命通道

救援 169 次。
打破传统模式
“救援通道”
直达手术室
“警医合作联动”模式建立
救助警员与救助医院“救援通
道”沟通机制，使“救援通道”直
达手术室，相较于以往交警救
援只能将伤病员送到医院门
口，进一步缩短了救援时间，能
最大限度地抢救交通事故造成
的急危重症伤病员。
此外，为确保应急抢救费
用落实到位，交警部门积极协
调肇事方及其投保保险公司先
行垫付医疗抢救费用，协助受
害方家属申请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截至目前，交警
部门已受理交通事故紧急救援
案件 30 宗，先行垫付抢救费用
25 次，共计 28.98 万元；完成一
次性困难救助款申请 5 次，共
计 31 万元。

推动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

议事协商解决小区停车难

前山街道中山亭社区楼栋长议事协商共治会现场。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本报讯（记者张景璐）
为进一步推动多元主体参
与社区治理，
打造
“共建、共
治、共享”
社区治理新格局，
近日，
前山街道中山亭社区
党委联合珠海市五洲公益
社会服务中心在华业香庄
小区开展了“党建引领、多
元参与”
楼栋长议事协商共
治会，社区工作人员、公益
律师、社工、物业管理人员、
社区楼长、居民近 30 人参
加。
当天，
主持人向与会者
宣讲了议事规则及议程，在
一事一议的规则下，
大家有
序就小区近期存在的停车
位紧缺、停车难等问题踊跃
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和建议，
中山亭社区工作人员、华业
香庄物业管理处负责人与
居民面对面交谈，认真倾听
居民对解决小区停车问题
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与此
同时，
参会各方代表通过集
思广益、出谋划策，共同协
商、研究解决方案。

议 事 过 程 中 ，社 区 楼
长、
业主代表提出了
“合理增
加小区地面停车位、地下车
库车位价格适当降低、重新
规划停车规则”
等建议和意
见，
社区公益律师就居民提
出的诉求从法律角度进行
了答疑解惑，
物业公司负责
人也对居民提出的意见作
出了回应，
并表示会将小区
存在的停车问题作为工作
首要任务，
通过收集、
归纳业
主的民生诉求，
做好跟进工
作，
并及时反馈楼长、
业主。
“此次议事会，增强了
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意
识, 推动社区形成党建引
领、多元参与、协商共治的
治理格局，
同时也增进了居
民和社区、物业之间的沟通
和交流。”中山亭社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社区
将继续鼓励楼长做好平安
巡查、文明倡导等工作，积
极 配 合 社 区、物 业 治 理 小
区，打通服务居民群众“最
后一公里”
。

写景抒情赞美斗门美景
黄杨书画院《黄杨妙境》书法作品集首发
本报讯（记者吴梓昊）
近日，
斗门区黄杨书画院在
莲洲镇莲江村举行《黄杨妙
境》书法作品集首发式，50
余人参加。
活动现场，珠海市书法
家协会理事、斗门区黄杨书
画院院长梁健夫将《黄杨妙
境》书法作品集逐一赠送给
与会人员。据了解，
该作品
集共收录 39 人的 51 幅精
品力作，
作者中有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 11 人、广东省
书法家协会会员 12 人，以
及珠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和斗门区黄杨书画院学
员。作品艺文合璧，
书法诸
体兼备，均为近期创作，其
内容以写景抒情为主，
赞美
了斗门的美景。
据梁健夫介绍，
自去年

11 月以来，市书法家协会
定期派出书法家赴斗门区
黄杨书画院开展书艺下基
层活动，
提升基层书法爱好
者书法水平。一年以来，斗
门区黄杨书画院的 20 余名
学员的书法水平明显提升，
此次发布的《黄杨妙境》书
法作品集中收录的内容即
为市书法家协会指导老师
及斗门区黄杨书画院学员
的书法作品。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珠
海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杜国志表示，
《黄杨妙境》书
法作品集的 51 幅精品力作
以斗方的形式创作，
作品质
量都具备较高的水平，
体现
出一年来斗门区书法爱好
者在学习中取得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