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角公园“变身”议事公园，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闲置空地建起爱心候车亭，为高龄老人“送爱到
家”……一系列见微知著的民生新变化，正成为金湾区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事，用民生微实事托起群众
“大幸福”的生动缩影。

今年以来，金湾区从构建服务群众新体系、推动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凝聚社会治理强大合力、聚力破解重
点难点问题、保障项目实施质量等五个方面着力，推动“民生微实事”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区已征集项
目近700个，实施480个，确定项目涉及金额超4600万元（撬动社会资金超32万元），群众满意率达99%。

“‘民生微实事’已从探索期转入成熟运作期，服务规模持续扩大，引领文明指数持续攀升。”金湾区“民
生微实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金湾区民微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围绕全市疫情防
控、安全生产和文明城市建设三大重点工作，同时结合金湾区五届二次党代会提出的老旧小区改造、违法
停车治理、“三线”整治、临街商铺油烟乱排放等问题，集中资源和力量突破七类民生重点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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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与居民生活
息息相关。今年以来，金湾区及时响
应群众诉求，因地制宜推进“民生微
实事”工作，加快补齐民生短板。随
着项目数量、规模、质量的不断提升，

“民生微实事”的成效也越来越明显。
三灶镇正表村通过对升平街老

旧步梯加装扶手、修复道路“伤痕”等
举措，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红旗镇
双湖社区对三家村的排污渠和生活
区周边杂草进行清理，改善居住环境
的同时，有效缓解了逢雨积水问题；

南水镇南水社区将“浪白公园足球场
塑料草坪更新”纳入“民生微实事”项
目，原本凹凸、破损的场地焕然一新，
更好地满足了周边居民体育运动的
需求；平沙镇前进社区将原站牌候车
点升级改造为有顶棚的火车造型候
车亭，并增添垃圾分类、文明交通出
行等宣传知识，有效解决学生及家长
候车时日晒雨淋问题……

“我们将坚持循序渐进，先补短
板、后优长板，并以‘补短板’的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为主，逐步优化调整项

目比例类别结构，更多渗透特殊特困
群体服务。”金湾区民微办相关负责
人透露，接下来将精心打造一批品牌
项目，并发挥其引领带动效应，努力
实现项目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

聚焦“质”的提升，金湾区将进一
步完善优化评议反馈机制。项目完
成后，成立由镇职能部门、村（社区）、
项目提案人、利益相关方等组成的项
目验收小组，加强项目监督，并进行
满意度测评，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项
目实施质量的基本标准。

与此同时，金湾区还将进一步落
实项目后续管养，巩固“民生微实事”
项目实施的成果。“金湾区正按照‘谁
建设、谁负责、谁养护’的原则，由项
目实施主体作为项目后续管养主体，
落实管养经费，对服务类项目开展阶
段性评估，确保项目设施使用安全和
服务品质。”金湾区民微办相关负责
人表示，接下来将全力以赴把“民生
微实事”这件好事办好办实，让群众
在实实在在的变化中提升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着力保障项目实施质量

实现项目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

办好“微实事” 守护“大民生”

金湾区持续推动
“民生微实事”量质双升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平沙镇
美平社区是一个4万余人的大型社区，
去年美平村小公园安装了儿童游乐设
施，受到居民群众的广泛好评。日前，
美平社区根据收集的居民意见建议，对
雁景花园、美康村和美安村三个开放式
小区增设康乐文体设施，让居民群众休
闲生活有去处、儿童游乐有地方。

据悉，美平社区不少开放式小区建
设年代久远，缺乏休闲文体配套设施。
为进一步满足居民的休闲文娱需求，今
年以来，美平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实地走
访，对辖区各开放式小区进行康乐文体
设施安装选址，并收集居民的相关需求
及意见建议，形成相关调研报告。

经过前期充分听取居民意见和社区
两委班子考察研究后，确定选取雁景花
园、美康村和美安村三个开放式小区，通
过申报并实施民生微实事“阳光童趣”项

目，在小区公共区域空地分别增设一批
儿童康乐文体设施。

目前，该项目已于7月全部完成。
秋千、滑梯、跷跷板……小区里一个个新
安装的康乐文体设施组成了小型儿童乐
园，吸引不少孩子前来嬉戏玩耍，每天欢
声笑语不断，十分热闹。设施周围还加
装了安全围栏和防撞杆，设立了使用指
示牌以及使用的注意事项，保障孩子们
玩耍时的安全。

“家门口”多了康乐文体设施，不仅
为孩子们提供运动、游乐的便利，也为大
人们增添遛娃、休憩、闲聊的好去处，社
区居民对此纷纷点赞。“我的孙子可高兴
了，每次接他放学经过这里，他都要玩一
下才回家。以后周末大家也有个好去处
了，不用带孩子跑那么远，大人也可以在
这里休息，感谢社区为我们贴心着想。”
家住美康村的王先生表示。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为深化交
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进一步助推文明
城市建设，近期，金湾区红旗镇组织开展
了为期10天的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大行
动，严管严查车辆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维
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秩序。

专项整治行动期间，红旗镇加大宣
传教育力度，采取文明劝导、警示教育约
谈会、派发资料等多种形式，面对面全方
位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同时充分利用

LED电子屏、宣传栏、短信、微信公众号
等多媒体平台刊发交通安全宣传视频及
交通安全宣传标语，引导广大职工、群众
广泛关注、积极参与，形成齐抓共管的良
好氛围。

此外，红旗镇还与交警部门联合开
展行动，以红旗镇主城区虹晖路、广安路、
藤山一路等路段为重点，采取巡逻管控为
主的检查方式，对机动车违停，占用、堵塞
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驾乘摩托车
不戴安全头盔、逆行、不按道行驶等违法
行为依规依法进行批评教育及处罚，切实
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接下来，红旗镇
将以此次专项整治大行动为契机，持续深
入推进停车乱象集中整治，营造群众安全
出行环境，助力文明城市建设。

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红旗镇开展交通秩序专项整治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室外骄阳
似火，室内清凉舒适，图书馆成了市民暑
期好去处。记者从金湾区图书馆获悉，
今年暑假期间，该馆准备了10大系列、
52场各类活动等大家参与。该活动目
前正在开展，预计持续至8月底。

据悉，今年暑期档，金湾区图书馆将
继续联合4个镇分馆、20个村（社区）服
务点开展各类阅读活动。不仅有“21天
阅读挑战书”“金图姐姐讲故事”“不高冷
的文化课”“阅读点灯人”等多个金图特
有品牌阅读活动供读者选择，还有2022
珠海高分学子经验分享会、“粤讲粤开

心”公益粤语课堂、金湾新青年书友会、
“有为·无畏”2022年金湾区第一届高校
毕业生作品联展等适合不同群体的文化
交流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为满足暑假期间少
年儿童读者需求，此次系列活动还将开
展“感知珠海·文化游学”暑期夏令营，以
及航模制作、机器人动力科普、陶艺泥塑
体验等多类少儿科普活动。金湾区图书
馆相关负责人士表示，各场次的具体活
动名称、地点以及报名方式将会提前发
布预告，有需要的市民可通过“珠海金湾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了解。

捧一缕书香 觅诗意时光
金湾区图书馆暑期开展系列交流活动

“金图姐
姐讲故事”活
动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近日，平沙
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当场查获一起违法倾
倒垃圾行为。当事人在执法人员的监督
下，将所有建筑垃圾搬回车厢，将现场地
面清理干净，并当场缴纳了200元罚款。

7月21日晚，平沙镇综合行政执法
办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连湾北水旧村违
规倾倒建筑垃圾，影响环境卫生。执法人
员到达现场附近观察路线发现，当事人倾
倒建筑垃圾的位置较为隐蔽，通行道路狭
窄，只能容得一辆车辆通过。执法人员联
合社区工作人员立即决定采取两头包抄
的方式，直接将当事人运送垃圾的货车堵
在路中间。当事人意识到自己的违法行

为暴露后，吓得惊慌失措，正想逃跑时发
现车辆被堵、进退不得，只能愁眉苦脸地
站在车旁，乖乖地“束手就擒”。

经现场勘察，倾倒的水泥砖块等废
料约有3立方，路面上还散落着搬运时
遗洒的建筑垃圾。面对无可辩驳的事
实，在执法人员的询问下，车主承认这些
建筑垃圾是自己从其它辖区运过来的，
本想着傍晚不会有人发现，没想到刚卸
完货就被逮了个正着。执法人员对货车
车主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告知其行为已
违反了法律规定，当场责令其立即将垃
圾搬回车内，并依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
规定》第十五条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偷倒建筑垃圾被抓现行

平沙执法部门当场查处

遛娃不用愁

儿童乐园建在家门口

美安村篮
球场旁安装了
儿童游乐设施。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采写：本报记者 宋一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红旗镇党群服务中心内，“民生
微实事”VIP专窗不时有群众前来咨
询。工作人员一边向群众宣传“民生
微实事”项目，一边对群众反映的急
难愁盼“小事”进行登记，再分流落实
解决。依托服务专窗，群众反映的

“问题清单”及时变成了全镇各级各
部门的“履职清单”。

这样的VIP专窗并非个例。通过
将“民生微实事”与基层党建有机结合，
金湾区已在全区各级党群服务中心设
立“民生微实事”VIP服务窗口，专窗、
专人、专线接待群众。分布于全区的

专窗，成为了金湾区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推进“民生微实事”的生动写照。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超出“民生
微实事”范围的群众诉求，这些专窗
还将进行分流转办，确保事事有回
应，件件有着落。记者了解到，金湾
区已建立分流转办工作机制，优先由
项目所属镇进行统筹解决，对镇级无
法解决的需求，提交金湾区民微办采
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研究确定。截
至目前，全区已对20多个项目进行
分流转办。

“民生微实事”的顺利推进，离不

开前期的谋划部署。为确保各类事
项迅速回应、随报随审、快速解决，金
湾区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畅通
市区镇村四级反馈机制，同时将“民
生微实事”作为“一把手”工程抓紧抓
实，纳入各级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
议考核，形成高位推进、层层发动的
工作态势。

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也是
办好“民生微实事”的前期保障。为
此，金湾区一方面通过网格员下沉、
随访和实时协调，实现民生小事“不
出网”，组织144名“两代表一委员”

开展入户走访，到挂点村（社区）定期
听取群众意见。另一方面全域推广
云服务平台，群众无需跑腿即可在手
机上填写需求信息、查询办理进度、
点评反馈等，成功变“政府配菜”为

“百姓点菜”。
此外，金湾区还通过优化项目实

施流程、下放审批权限、开通项目审
批绿色通道、加强项目资金统筹调配
等多种举措，推动重心下移资源下
沉，实现了项目审批由“层层把关”向

“简政放权”转变，全面提升民生诉求
处置效率。

构建服务群众新机制

公共服务从“政府配菜”到“百姓点菜”

走进平沙镇美平村，由街角公园
改建而成的“民生微实事”议事公园
十分引人注目，大榕树下摆放着石桌
石凳，宣传栏上标注着相关工作流
程，这里已成为社区居民提意见、聚
众智的新空间。

美平村是美平社区人口较为集
中的开放式、无物业的老旧小区之
一，因建设年代久远，旧的配套设施
已不能满足当前居民需求。“辖区最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哪些，生活在
这里的居民最清楚。通过‘民生微实
事’议事公园这个平台，社区可以及

时回应居民关心关注的事项和诉
求。”美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陈志介绍，截至目前，议事公园已组
织了多次居民代表与群众议事活动，
居民提交项目建议20条，5项提议被
纳入“民生微实事”项目。

“‘民生微实事’不仅是对基层治
理成效的一次系统检验，也为基层治
理体系完善起到了反哺助推的效
果。”金湾区民微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以议事协商为例，金湾区已搭建起分
级分类、简便易行、运行高效的多层
次议事协商体系，对涉及村级重大利

益的问题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程
序，对涉及面广、跨地域的项目分层
级开展镇级协商或村（居）民代表会
议协商，除此以外基本采用“提案人+
利益相关方+村（居）委会+村（居）务
监督委员会”协商的形式进行。

据悉，今年以来，全区已举行议
事协商会议超140次，审议决定实施
项目超500个，有效破解了小区停车
位紧缺等难题，“民生微实事”也成为
金湾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益探索。

在此基础上，金湾区还注重发挥
镇级资源统筹调配作用，搭建区镇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平台，建成
三灶镇启航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
等4家镇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发挥孵
化培育、人才培养、资源链接和资金
代管的作用。此外，今年已借助镇社
工站服务平台，识别特殊群体需求并
转化为“民生微实事”项目29个。

同时，金湾区还推动成立了“平沙
镇为民基金”等3个社区慈善公益基
金，广泛动员爱心企业、慈善组织参与
项目建设；孵化培育本土（社区）社会组
织，开展政策交流推介会，引导40余家
社会组织参与服务项目申报与实施。

凝聚社会治理强大合力

社区事务由“单打独斗”变“群策群力”

南水镇南水社区浪白公园足球场更新塑料草坪，完成华丽“变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