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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振华 通讯员 吉轩

小区道路平整了、楼道翻新敞亮
了，杂草荒地变成了健身场地，车位增
加了、空中蜘蛛网不见了，破旧的娱乐
设施翻新了……今年以来，这些令人
惊喜的变化，让生活在吉大的居民平
添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同时，也为珠海
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增添了亮丽注脚。

老旧小区焕“新颜”，居民生
活品质大提升

今年以来，针对辖区老旧小杂物
乱堆放、墙皮脱落、外立面脏污等突出
问题，吉大街道采取清洗、修缮、粉刷
等措施进行美化升级。同时，持续加
大巡查力度，全面压实物业管理等单
位主体责任。

截至目前，已对96个单元一楼楼
道墙面、出入口外立面进行粉刷、清
洗，实施16栋房屋墙体外立面进行粉
刷。开展老旧小区环境集中整治230
余次，对卫生脏乱差、物业管理责任落
实不到位的白莲新村和莲花山小区2
个物业公司进行立案查处，拟处罚款
4000元。

此外，吉大街道积极推动落实既
有住宅增设电梯这一重要举措，截至
目前辖区已安装投入使用电梯18台，
正在施工增设的电梯共18台，进一步
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办好“民生微实事”，增进居
民幸福感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2022
年，吉大街道充分结合“民生微实事”
项目，确定实施项目349个，已完成项
目160个，惠及群众约3900人。

九洲小学门前小竹林因长期缺乏
修剪打理，成了杂物垃圾的“藏身之
所”，环境卫生状况较差。吉大街道园
林社区党委积极推动九洲小学门前小
竹林美化项目。短短1个月时间，荒废
的小竹林变成了绿意盎然的小花园。

石花四巷竹园小区楼栋呈高低两
排布局建在护坡上，护坡无栏杆，存在
安全隐患。吉大街道南山社区党委采
取“新建+翻新”的形式安装护栏，提
升了小区的整体外观，筑牢了居民安
全出行的“保护墙”。

水湾社区文澜巷没有安装路灯，
居民晚上回家路面一片漆黑，水湾社
区党委进行了实地踏勘，确定了路灯
安装点位、灯型、数量等。如今，照明
路灯的安装完毕，极大地改善了小区

居民夜间出行条件。
海天社区部分老旧小区由于修建

年代久，消防设施不完善，存在消防安
全隐患。社区党委通过实地走调查，
征求居民意见，将辖区老旧小区消防
设施改造纳入“民生微实事”项目，为
金景花园、珠明大厦两个老旧小区共
增设灭火器56个、消防器材箱56个，
安装应急灯46个，消除消防安全隐
患。而海大社区吉大新村则配置微型
消防站，添置消防柜（含消防设备）7
套，楼道灭火器260个，大大提升该小
区消防安全应急救护能力。

海湾社区翻新儿童乐园设施、安
装健身设施、增设公厕，解决儿童与老
年人娱乐、运动、如厕等问题。白莲社
区为有需求的老年人设计具有针对
性、科学性的康复辅助器具适配方案，
如免费安装马桶、扶手、防滑垫等，增
强老年人居家生活设施安全性、便利
性和舒适性，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质量，
截至8月初，已为9户长者提供了适
老化服务。

这些“微实事”，切实增强了居民
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环境整治大提升，群众生活
更便利

今年以来，为实现农贸市场及
背街小巷环境秩序快速提升，吉大
街道采取常态巡查、专项行动、夜间
整治等措施全面排查整治环境脏乱

差、路面破损、脏污、占道经营等问
题。同时，对吉莲市场进行改造工
程，如商铺破旧招牌更换、雨蓬更
换、破损路面修复、广告更新等整治
提升项目。对占地80余平方米并已
存在十余年的吉莲市场便民街临时
建筑进行拆除，清理后增划停车位，
规范经营秩序，缓解市场周边停车
位紧张问题。

为美化辖区环境，提升老旧小区
的整体形象，吉大街道对破损的墙体
进行了“美容”工程，经过粉刷，墙面焕
然一新，大大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指数。

7月底至8月上旬，连续2个周
末，吉大街道联合四大运营商、供电部
门共出动330余人，组成8支整治队
伍，分片包干，开展空中缆线整治工
作。截至目前，已完成17个社区36
个小区的“三线”整治，整治中31处，
无主缆线、废旧缆线的拆除清理约
1200多条（不含电线）。

近日，吉大街道在对白莲新村开
展日常巡查时，发现有机动车违规占
用绿化带和消防通道，执法人员现场
取证，对位于绿化带、消防通道内违停
的车辆，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进行拍照
取证，留存处罚证据，登记保存，进行
立案查处。与此同时，为解决辖区车
辆乱停放问题，规范停车秩序，吉大街
道开展“应划尽划”停车位划线专项工
作，把日常停车“框”进文明里。截至
8月14日，合计新增3998个停车位，

累计新增路内免费停车位129个，建
筑前区停车位1787个，建筑内部停
车位2083个，无障碍停车47个。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营造浓厚文明氛围

2022年以来，吉大街道依托18
个实践所（站），重点围绕学习宣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
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
跃文化生活、持续深入移风易俗五大
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活动200余场次。

如今，“有困难找义工，有时间做
义工”在吉大已成为一种风尚。吉大
街道辖区现有注册义工2147人，17
个社区全部设有志愿服务站，常态化
开展便民利民、交通引导、环境大扫
除、入户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500余
场次。

截至目前，吉大街道共安装15分
钟生活圈导视图1776处、张贴楼道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4800余处，设置
并更新大型景观小品58处，景观小品
3处，更新精神文明宣传栏28处；制
作宣传入户物品（口罩、折扇、纸巾、
环保袋）5万份，入户宣传册5万套。
此外，吉大街道与其他专业团队联合
摄制了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短视频14
条次，做到处处见“文明”，营造浓厚
的文明城市建设氛围。

“颜值”提升 幸福感油然而生
吉大街道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出真招见实效

洲仔新村房屋墙体粉刷一新。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8月 9
日上午，香湾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举办“创魅力香湾·建文明城市”主题
艺术展。展出61件摄影、书画及非遗
传承手工作品，作品题材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作者通过日常化、生活化
的视角，客观，展示了香湾居民携手
共建美好家园的热情和积极向上的
精神面貌。

《我心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文明连着你我他》《教师颂》《文
明出行》《交通安全》……展览现场，
一幅幅遒劲有力的书法作品，一张张
色彩明快的绘画作品，洋溢着新时代
的气息，诠释了对香湾新时代文明实
践、群众幸福生活的理解和领悟。用
镜头记录香湾发展新貌《文明香湾》
《最美“志愿粉”》《劳动创造幸福》《同

心抗疫·共同守护健康珠海》……摄影
爱好者们充分挖掘香湾深化文明城市
建设中取得的成效，用镜头记录、描
绘、颂扬普通劳动者辛勤工作、志愿者

参与志愿服务、居民开展多彩文化活
动等场景，呈现和分享香湾城市建设、
文明实践、人民生活之美。

掐丝珐琅工艺画、手工刺绣……

集深厚文化底蕴与精湛制作工艺为一
体的传统手工作品，让参观者大饱眼
福，也让更多的居民群众走近非遗、了
解非遗、保护非遗。“这些作品通过镜
头，捕捉到了珠海在文明城市建设中的
一个个感人瞬间，感谢大家默默付出，
换来我们的幸福生活。”“小朋友们把自
己对文明实践的感受，一笔一划勾画出
来，富有创意，表达了共建美好家园的
愿景。”“我们是香洲区老年大学香湾街
道分校书法班的学员，得知作品入选，
很激动也很高兴。感谢党和政府，开展
老旧小区整治等民生实事，让我们生活
在珠海越来越幸福。”

本次“创魅力香湾·建文明城市”
主题艺术展，不仅让前来观展的居民
朋友更加直观的了解文明城市建设的
意义和内涵，也有力引导大家以城市
主人翁的姿态争做文明行为的参与
者、践行者，让文明新风遍地开花。艺
术展将在香湾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持续展出，欢迎广大艺术爱好者和居
民群众前往参观。

香湾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办主题艺术展

创魅力香湾 建文明城市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杨小江报
道：近日，香洲区前山片区一名男子腿部
受伤，等待救护车送医，可当日车流量较
大，救护车被堵在半路。关键时刻，几位
司机开车闯红灯让出道路，过马路的行
人也配合退回安全岛，众人合力为救护
车腾出一条生命车道，让男子得以及时
救治。

6位司机“接力”闯红灯，为救护
车让出“生命通道”

7月24日18时24分，恰逢周末出
行晚高峰，明珠路上不仅车流量很大，还
有不少行人匆匆过街。这时，曾师傅驾
驶一辆救护车正沿明珠路南往北方向行
驶，急着赶去翠微西路交翠屏路路口，接
一名腿部受伤患者送院治疗。

这一路上，很多小车看到救护车的
身影，主动靠边让行。可救护车开到明
珠路交翠微西路路口时，却遭遇了堵车，
虽然救护车拉响了警报，但车辆距离路
口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前排靠近路口
的车辆不知道后方情况，很难及时反应
给予让行。

此时，令人感动的一幕发生了。只
见路口第二车道一辆粤C0××J8号小
货车司机听到警报声后，打开车门往后
观察，确定了后方救护车的位置，随后他
带头闯红灯驶出路口让出道路空间，有
了前车示范，随后接连5辆小车闯红灯
进入路口让出一条救护通道，过马路的
行人也配合救护车，迅速退回安全岛，大
家合力给救护车腾出一条生命车道，最
终救护车及时将伤者送到医院。

礼让救护车是珠海广大司机
的“常规操作”

其实，礼让救护车的行为在珠海很
常见。近日，有市民给珠海交警微博发
私信，说7月27日11时许，看到一辆粤
C3××A5号黑色奥迪小车，在景山路
交海滨南路路口等红灯时发现后方有一
辆救护车。该车司机果断闯红灯过路
口，为救护车让行。原来，当时该救护车

正从人民医院赶往斗门执行紧急任务，
幸得一路上遇到很多主动礼让的司机，
救护车顺利通过路口，及时赶到目的地。

7月31日早上8时25分，三辆白色
小车在健民路交香华路路口等红灯。这
时一辆救护车驶来，三辆小车纷纷向左
或向右“45度让路”，礼让救护车通行。

7月25日晚上9时36分，一辆消防
车驶近湖心路交白藤湖商业街路口。司
机看到消防车后，立即驶出路口并靠右
停下，给消防车腾出了足够的位置。

“45度让路法”为生命开启救
援通道

当救护车等特种车辆执行任务时，
需要前方车辆让路配合。珠海交警解
释，两条车道上的车同时向相反方向斜
向避让45度，为特种车辆让出紧急通
道，就叫“45度让路法”。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表
示，对于为礼让救护车闯红灯的车辆，交
警不仅不处罚，还要给司机的行为点
赞！同时，交警也会对礼让救护车闯红
灯等行为进行主动排查，主动为司机撤
销罚单。除了礼让救护车，礼让执行紧
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
险车产生罚单，都可以申请免罚。

具体申请免罚方法如下：第一种方
式，发微信。将闯红灯或压实线的时
间、地点、车牌号码、事由以及本人联
系方式，通过对话框发送到珠海交警微
信；第二种方式，打电话。拨打电话
8642555，告知接警员闯红灯或压实线
的时间、地点、车牌号码以及避让经过
等。

道路交通资源宝贵，部分车主有些
急事也会求助交警、申请“绿波”护航，但
珠海交警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区分紧
急情况和非紧急情况。目前给救护车让
行、开“绿波”，都是对危重病人开设的生
命救援通道，属于紧急状况。凡是非紧
急状况，广大司机还请严格遵守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安全文明行驶，请把宝贵的

“绿波”资源留给最需要的人。

多名司机闯红灯
为救护车“让道”获称赞
交警提醒：生命救援等紧急情况可以申请“绿波”护航

本报讯 记者何进报道：“拱北地区
很多社区建立了‘外卖小哥休息驿
站’，还提供热水、充电等贴心服务，投
桃报李，我们也要反馈社会，尽我们所
能，把平时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上
报协助社区解决，把拱北建设得更美
丽。同时，我们也是新拱北人，要响应
社区的号召，做社区文明建设的传播
者，做城市文明‘代言人’。”8月13日，
外卖小哥、“新拱北人志愿服务队”队
员张源光说。近日，拱北街道婆石社区
党委依托辖区新业态红色驿站，组织辖
区快递小哥等新业态群体参与到社区
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联合社区

“新拱北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环
境卫生整治、文明督导、文明宣传等，
以发扬行业志愿服务精神，助力文明城

市创建。
当天，家住权兴花园的住户林小姐

手中接到预订午餐的同时，还收到了外
卖小哥张源光递给她的一份《文明手
册》。张源光仔细跟她介绍珠海市文明
城市建设的各项成果，解说《香洲文明
20条》的内容。

近期，婆石社区号召辖区新业态行
业志愿者参与到辖区文明城市创建的宣
传中，外卖小哥们走街串巷送外卖时，会
顺手向市民派送文明手册，提高市民对
文明城市创建的知晓率。在文明城市建
设中，拱北的新业态行业人员激发出“主
人翁”意识，还仔细了解社区角落：哪条
巷子道路有破损，哪个宣传栏有海报脱
落了，他们在送餐服务时能及时发现问
题、第一时间上报给社区党委，积极参与
到社区治理中。

文明城市人民建，人人都是“文明代
言人”！接下来，婆石社区党委将继续引
导辖区各行业企事业单位员工积极加入
文明创建宣传队伍，把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做到抓好经常、融入平常。

外卖小哥也是城市文明“代言人”
拱北新业态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传递文明温暖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为持续
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建设，重点抓好农
贸市场专项整治，8月12日，香湾街
道整合多方力量，针对朝阳市场、朝阳
路、卫星街、龙舟街区域的市容市貌、
交通秩序等问题开展集中整治，香湾
街道、香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香洲交
警大队一中队、朝阳派出所、朝阳社区
等单位工作人员共120余人参与。

整治现场，各单位、各部门按照分
工，分别对朝阳市场及周边各类违规
行为进行整治。

朝阳市场周边车流量大，来往顾
客经常将车辆停在路边，导致交通堵
塞。为缓解这个现状，交警牵头社

区、市交通协会等人员规范朝阳路、
卫星街、龙舟街等路段货车、私家车
的停放，当天共查处行动区域违规停
车、占用非机动车道、停车不缴费等
问题56个，清理违停车8辆，疏导货
车、私家车停放20余处，全力恢复道
路通畅。

香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香湾市
场监督管理所共出动人员12人次，疏
导商户规范经营39处，劝阻商户占道
经营29处，现场整改29处，进一步规
范朝阳市场商户经营行为。香湾街道
综合行政执法办带队巡查朝阳路、龙
舟街、香埠路、智峰楼周边，纠正占道
经营、乱堆放、乱停放板车、三轮车等

违规行为40余宗，暂扣乱堆放杂物两
车，规范市场外围商户经营行为。

行动中，社区和环卫岀动人员25
人次，清洗了龙舟街垃圾点、朝阳路、
海港路、卫星一巷、香洲百货巴士站、
朝阳天桥底等6000平方米区域，重点
清理海港路、卫星街、龙舟街、朝阳市
场外围地面脏污区域，保洁电动三轮
车3台，清运垃圾4吨，清理市场周边
卫生死角37处，营造干净、整洁的生
活环境。

整治人员还将乱停放的共享单
车、自行车有序摆放至指定停车区域，
及时劝阻不文明停车行为20余宗，引
导市民文明骑行。“无规矩不成方圆，

现在每个商户都能做好自己摊位的
卫生，路面更整洁，前来光顾的客人
也多了。”“以前市场周边车辆乱停乱
放，道路狭小，通行困难，整治后道路
更通畅，出行不再心惊惊。”周边不少
市民发出感慨。

经过本次联合整治行动，朝阳
市场及周边的交通秩序和市场经营
环境等得到一定程度改善。接下
来，香湾街道将通过“常态化专项整
治+不定期联合行动”的方式，更扎
实有力整改提升农贸市场周边市容
环境，推动文明城市建设工作落到
实处，切实提高居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

香湾街道联合多部门整治朝阳市场周边环境和交通秩序

扮靓城市 擦亮文明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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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几名司机闯红灯为救护车腾出一条生命车道。本报记者 李建束 通讯员 杨小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