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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志愿者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珠海市法律援助志愿服务活动举行

全市缆线整治及行业服务提升专项行动有序开展
为切实解决城市空中“蜘蛛网”顽疾，提升全市老旧小区环境水平，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
居民用网体验，7 月 30 日、31 日，我市连续两天开展以“和空中蜘蛛网说再见，还小区洁净清朗
空间”为主题的全市缆线整治及行业服务提升专项行动。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7 月 31 日 18 时，各区共组建整治队伍 100 多支，共完成治理 300 多个
小区。目前，个别整治队伍仍在开展收尾工作，针对部分任务量较大的社区，由镇街继续组织供
电部门、运营商开展攻坚工作。

美编：邱耀升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林琦琦报道:
7 月 31 日，
“ 青春护航·与法同行”珠海
市法律援助志愿服务活动在金湾区金
山公园（法治文化公园）举行，
现场提供
法律援助等服务，
吸引了逾百名群众参
加。
活动由团市委、市司法局、市青志
协、团金湾区委主办，
市青志协一组、金
湾区青志协共同承办，
旨在弘扬
“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助力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活动现场设置法律咨询宣传、普法
问答、普法游戏互动等宣传摊位，志愿
者向参加活动的市民发放法律相关宣
传折页，
加深大家对宪法、民法典、未成

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认识。此外，
青年律师志愿者对法律知识进行创意
编排，现场 20 多个家庭参与到“普法面
对面”
“法治连连看”
“守法我来绘”
等趣
味普法小游戏，
让市民在游戏中学到知
识、寓教于乐。
来自广东盈隆（珠海）律师事务所
的律师志愿者表示：
“ 在这次法律援助
志愿服务活动中，我们发挥法律专业
特长，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
法律服务，培养大家学法、守法和用法
的意识，为珠海的文明城市创建贡献
力量。”
据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活
动是团市委落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工作推进会暨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的重要举
措。下一步，
全市共青团系统将进一步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以有力行动、有效
成果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吉莲市场一临时便民街被拆除
原址将设置便民停车位
本 报 讯 记 者 纪 瑾 报 道 ：7 月 31
日，
吉大市场监管所联合吉大综合执法
办对吉莲市场南门的临时便民街进行
拆除，
把公共空间还给市民。
过去几年，
吉莲市场摊位数量无法
满足商贩需求，
从而造成流动商贩在市
场周边聚集。为了改善市场周边秩序，
解决流动摆摊问题，
市场方在市场南门
外搭建了一处钢架铁皮顶结构的构筑
物，作为临时疏导点，有效改善了当时
流动商贩的问题。
如今，
市场摊位紧张的情况得以改
善，而临时便民街占据了周边大量空
间，
存在占道经营、占用人行道、占用消
防通道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
把公
共空间还给市民，
经吉大街道办事处研
究，决定拆除吉莲市场临时便民街，并
要求吉大市场监管所制定拆除临时便

专项行动小组对吉莲新村小区内无主缆线、
废旧缆线进行集中拆除清理。
治进度，加大资源投入，
力争在最短的
时间内实现对辖区空中缆线整体提
升，加强对空中缆线的巡查，
发现一处
规整一处，将空中缆线提升长效常态
化，给群众留出一道美丽天际线。

香洲区
全力以赴打造美丽天际线
香洲区作为主城区，老旧小区众
多，空中缆线问题由来已久，涉及缆线
单位多，情况错综复杂，存量庞大、整
治困难，以小区、村和工业园区为缆线
提 升 的 主 体 ，占 全 市 数 量 的 60% 以
上。香洲区以“先易后难、先急后缓、
点面结合、分步实施”为原则，从工作
机制到工作细则，从任务划分到人员
配备，层层落实。
一方面，香洲区先后出台行动方
案和工作标准，明确各单位任务，
压实
运营商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工作协调
机制和信息报送机制，加强各单位之
间的联动，落实治理工作的跟进；
另一
方面，制定工作细则，采取缆线问题点
位分片区包干的工作方式，承接运营
商负责确定主路由走线和废线剪除，
产权运营商负责配合规整有用线路，
飞线充电由供电部门配合运营商进行
处理。截至 7 月 29 日，香洲区共完成
缆线整治 385 处，整治比例从 7 月初
的 67.6%上升至 93%。
对于治理工作推进困难的点位，
香洲以社区为单位建立了由所在镇
街、属地综合执法部门、社区、强弱电
施工人员组成的 58 支突击队伍，在 7
月 30 日、31 日两天进行空中线缆提
升行动，共投入 855 人次对 152 个小
区进行清理整治工作。空中缆线规整
工作开展以来，累计规整缆线超 10 万
米。对安全隐患较大、影响居民正常
生活的白莲新村、吉莲新村、碧涛花
园、好景花园等小区采用线缆下地铺
埋形式改造。
下一步，香洲区将进一步加快整

金湾区
缆线整治台账涉及 68 个小区
针对空中
“蜘蛛网”
难以入户治理
的问题堵点，
经过前期摸底走访，
金湾
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会同各镇、金湾
供电局、各运营商（联通、移动、电信、
广电）制定了《金湾区缆线整治及行业
服务提升专项行动工作台账》，台账涉
及红旗、三灶、南水、平沙 4 镇的 16 个
村居（社区）的 68 个小区。
在整治现场，
工作人员爬梯攀高，
采取多种措施清理乱拉乱接、无序设
置的缆线。据统计，7 月 30 日、31 日
两天，金湾区共出动 29 支小队，投入
229 人次，治理小区 61 个。对于少数
未完成小区，整治时间将延续至下个
周末继续进行，确保所有待整治的老
旧小区
“蜘蛛网”
全部清除。
接下来，金湾区将继续通过压实
通信运营企业缆线管理主体责任，制
定通信缆线管理维护要求；加强有线
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缆线的敷设改造
和检查维护，
清理整治乱拉乱接、无序
设置的缆线；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管机
制，加强日常监管，提高处罚力度；严
格规范作业人员施工等具体举措，确
保在 8 月底前全面清除缆线乱拉乱
设、飞线充电等存量问题。

斗门区
重点整治市场周边小区背街小巷
斗门区以划定的 111 条背街小巷
及 63 个小区作为此次专项行动重点
整治范围。其中，针对尚未开展整治
的区域，由广电公司负责整治井岸镇

区域内的社区，电信公司负责整治白
蕉镇及白藤街道区域内的社区，移动
公司负责其他镇区域内的社区。
“井岸镇作为老城区，
整治的任务
较 重 ，7 月 30 日 以 来 ，我 们 每 天 派
出近 200 名施工人员，对重点范围内
的背街小巷和小区进行整治，拆除清
理了各种废旧缆线，保证如期完成整
治工作，
还市民一片敞亮蓝天。
”
广电珠
海斗门分公司副总经理廖志强表示。
斗门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该区按照各镇（街道）
“吹
哨”
、
区供电局及运营商
“报到”
、
各职能
部门
“检查督导”
的要求开展专项行动。
各镇（街道）作为责任主体，
负责做好队
伍组建、
制定治理计划、
找问题、
列台账；
区供电局及运营商作为实施主体，
按照
镇（街道）的要求做好整治工作。
据了解，
今年以来，
斗门区成立了
空中缆线治理行动工作专班，重点推
动市场及周边小区和背街小巷
“三线”
整治，与四大运营商签订空中缆线承
诺书，
确保不
“反弹”
。

高新区
加大整治力度让城市天空“无线”美
连日来，高新区大力实施“三线”
专项整治工作，由各社区+属地综合
执法部门+强、弱电施工人员组成的
共 18 支专项整治队伍，集中在 7 月
30、31 日两天，上门入户对无主缆线、
废旧缆线进行集中拆除清理，对飞线
充电、私拉缆线问题进行劝导、整治。
7 月 30 日，高新区共投入 132 人
完成了 29 个小区的清理整治工作，31
日专项行动持续开展，接力完成剩余
23 小区的清理整治。
截至 7 月 31 日，高新区累计整治
“三线”
53500 米，
规整捆扎、
乱拉、
乱设
缆线约 13072 米，整治主次干道旁架
空缆线共 7 处。同时，
在官塘社区完成
了居委会至金唐西路、社区卫生站至

惠景和园段的三线下地铺埋工作。
下一步，高新区将持续督促各大
运营商加大投入力度，
加快整治进度，
在整治的同时，
合理安排衔接，
注意规
范拉设新增缆线，及时做好网络复通
工作，
减少对市民的生活影响。同时，
督促各社区继续做好
“三线”
问题的摸
排对接工作，
严格按治理标准验收，
完
成整改任务。

鹤洲新区（筹）
高效推进完成 673 个点位整改
“现在一抬头就可以看到美丽的
蓝天，每天心情都特别好。”说起最近
桂山岛的新变化，桂山市场的商户何
亚许欣喜地说。
近日，鹤洲新区（筹）桂山镇开展
空中线缆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深化
文明城市建设，以“四网合一”+“拆一
还一”
的整治思路，
将随意交叉、跨越、
搭挂的空中线缆移挂整合至“四网合
一”
线路，
对具备入地条件的线缆全部
进入地下管线，对无法入地的统一安
装线缆套管进行整合。
据了解，
目前，
鹤洲新区（筹）已成
立专项整治小组，
通过实地查看、全面
摸排明确问题点位，
各镇、社区全力配
合，安排专人负责跟进摸排各自辖区
内空中缆线乱拉乱接、无序设置的问
题，
并建立整治和维护工作台账，
定人
定点定责，
在高效推进整治的同时，
也
防止问题
“回潮”
。
截至 7 月底，鹤洲新区（筹）已完
成区级台账内的 673 个点位的整改。
其中，红东社区的成益村、红生村、泊
湾村以及桂山镇已率先完成全部空中
缆线的治理，其他区域将在 8 月完成
全部整改。
接下来，鹤洲新区（筹）专项整治
小组将继续加大督促力度，做到边整
治，边查漏补缺，确保整治见成效，成
果不反弹。

民街时间表，妥善安置经营者，联合吉
大综合执法办完成拆除工作。
7 月 28 日下午，
吉大街道市场监管
所负责人向市场方传达了吉大街道办
关于拆除临时便民街的决定，
并要求市
场开办方妥善解决临时便民街经营商
户安置工作。其后，
吉大市场监管所工
作人员与白莲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市场
工作人员一同对经营者安置工作进行
宣讲及解释，7 家经营户表示愿意积极
配合拆除临时便民街的工作，
并承诺于
7 月 30 日全部搬入新装修的商铺。31
日，
吉大市场监管所与吉大综合执法办
来到吉莲市场南门，
开始对临时便民街
进行拆除。
据悉，接下来，吉大综合执法办将
继续跟进临时便民街原址改造工作，
将
在原址设置便民停车位。

消除卫生死角 打造洁净家园
翠香街道福宁社区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张丽嫦
报道：为进一步美化社区居住环境，营
造人人参与深化文明城市建设氛围，7
月 30 日，香洲区翠香街道福宁社区组
织香洲区市场监督局党员干部、社区工
作人员、网格员、社区党员、热心居民、
正圆城服工作人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共
70 人开展“文明福宁、你我同行”环境
卫生整治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清扫
大街小巷卫生，整治老旧小区楼道垃
圾，
共同扮靓社区美丽家园。
当天整治活动分为杂草清除和楼
道杂物清理两部分。活动中，
志愿者身
穿“粉红马甲”向各自的目标任务区域

进发。杂草清理小分队分别对柠溪路、
富柠街沿街、树坑杂草进行清除。同
时，
对沿街绿化带垃圾进行清理。
楼道杂物清理小分队分别对下金
溪花园、林溪园小区天面、楼道等杂物
进行清理。由于老旧小区的楼梯房堆
积了大量杂物，没有电梯乘坐，清理队
伍在楼道内上上下下搬运重物，
需要付
出大量的体力，每个人的额头、手臂都
布满了汗珠，衣服也被汗水浸透，但志
愿者们不喊苦也不喊累，依然埋头苦
干，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小区楼道没
有了杂物堆积，变得干净敞亮，福宁社
区街道面貌焕然一新。

“志愿红”为老旧小区添
“新绿”
拱北街道岭南社区开展种草植绿活动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陆海斌
报道：美化社区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月 30 日，拱北街道岭南社区组织社
区党员、志愿者和网格员一起开展“种
草植绿·美化环境”
志愿活动，
对辖区内
无物业老旧小区的花草树木进行一次
全面维护。
无物业老旧小区由于物业管理缺
位，长期以来小区绿化带被杂物占据，
有的绿草坪变成了黄泥地，
成为小区的
卫生黑点，对居住环境造成影响。为
此，
岭南社区专门组织种草植绿志愿活
动消除老旧小区的
“脏乱差”
，
为小区添
绿增色。
活动当天，志愿者们身着红马甲，

带着劳动工具前往辖区无物管老旧小
区开展义务劳动，
大家不怕脏，
不怕累，
用行动帮助小区复绿。清除杂草，松
土、撒草籽、盖土、浇水……志愿者们动
作利落，将小区绿化带内杂物清走，把
原本杂乱的荒草堆翻垦，
播种上新的草
籽和树苗，经过大家的辛勤劳作，一棵
一棵新栽下的树苗在阳光下展现勃勃
生机。小区不少居民感谢志愿者为小
区复绿，表示今后会好好爱护花草树
木。
此次活动美化了老旧小区的环境，
有力传播了
“社区是我家，
建设靠大家”
的文明观念，
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共建绿
色家园。

第二季度“斗门好人”
名单公示
共有 8 人入选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开拓创
新，引领致富；
扎根基层，倾心为民；
无
畏逆行，紧急施救……一件件暖心事
迹就在我们身边。近日，2022 年第二
季度
“斗门好人”
候选人名单公示。其
中，敬业奉献好人包括刘雪萍、肖炜
玲、林孙球 3 人；见义勇为好人包括梁
建华、余彬彬/马相棠、张磊 4 人；助人
为乐好人是林咏佩。
刘雪萍是珠海汇华博雅乡村旅游
开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全力投身

乡村旅游发展前线，成功组织策划了
斗门旅游节、斗门南澳樱花节，
建设白
蕉镇南澳度假村项目、虾山大院精品
民宿项目。近年来，她积极探索村企
合作新模式，
在莲洲镇委、镇政府的指
导下，合力打造莲洲镇双创项目——
“莲洲有品·农夫集市”
“莲洲有品·一
家一品”
，
帮助村民实现增收致富。刘
雪萍深知在乡村振兴中，妇女是一支
中坚力量，为此她全力带领着妇女们
走上巾帼文明、巾帼创业就业、文化传
承发展的
“新路子”。
肖炜玲是小濠涌小学副校长。
27 年如一日，肖炜玲用行动演绎着教
育初心。任教期间，她带动骨干教师
帮扶新来的老师迅速成长，在市区各

项比赛中取得好成绩。2017 年以来，
云南省怒江州老师到珠海跟岗学习，
肖炜玲亲自担任带岗导师。此外，肖
炜玲还积极参与抗疫工作。今年 1 月
18 日，斗门区开展大规模核酸筛查，
本该是她预约做手术的日子，可她认
为
“手术可以迟，
疫情不能缓”
，
毅然坚
持带队奋战在核酸采样点开展工作。
2021 年 11 月 21 日晚 9 时许，余
彬彬和马相棠像往常一样在白藤街道
城南派出所辖区内巡逻，行至湖景花
园时，他们突然发现一楼层阳台冒烟
着火。紧急时刻，俩人急中生智向周
围的居民借来长竹梯，以最快的速度
爬至着火的阳台处，余彬彬负责进入
着火住宅内取水灭火，马相棠迅速搬

开正在燃烧的物品，火势最终得以控
制。此前，余彬彬和马相棠也在交通
事故现场救援过伤者，日常生活中解
救过欲轻生的群众。
林咏佩是斗门区白蕉镇青年之
家的项目负责人，同时也是斗门区青
年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累计志愿服
务时长达 1981 小时 55 分钟。她关爱
特 殊 群 体 ，足 迹 遍 布 斗 门 区 五 镇 一
街，走访特殊人群 2000 余户。她参
与抗疫志愿活动 157 次，累计组织志
愿者 4835 人次，协助社区开展大规
模核酸采样工作。作为一名志愿者，
她不计回报，带动更多青年群众加入
志愿队伍，积极营造助人为善的社会
氛围。

拱北街道岭南社区开展
“种草植绿志愿”
活动。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