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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改好了，更要管好。以
老旧小区改造为契机，金湾区正不断
探索“改管并重”新机制，通过建立小
区业主群、业主委员会等方式，积极引
导居民共建共治共享。

以怡昌花园小区为例，在红旗镇
城市管理办、广安社区及热心居民的
合力推动下，小区内成立了业委会筹
备组，随后多次召开民主协商议事会，
推进各项工作。为进一步提高居民参
与度，除筹备组成员外，小区内多位热
心人士主动申请上门宣传业委会成立
事宜。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今年7月
20日，该小区成功选举出第一届业主
委员会。

更多的探索正在进行中。基础
差、盈利难等现实问题，使得不少老旧
小区难以被市场化物业选中。在此背
景下，如何避免“一改了之”，让改造成
果长期保持？金湾区开始了老旧小区

物业管理的国企托底探索，截至目前
全区已有29个无物业老旧小区实现
了国企入驻管理。

“不只环境变美了，小区的安全感
也提升了！”家住三灶镇映月新村的麦
颖广看到记者来访，主动打开了话匣
子，“脏乱差的卫生死角消失了，公共
绿化区域铺上了草坪，每隔一段时间
就有园林工人进行管养，每天还有保
安人员在小区巡查。”

映月新村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小区内共有26栋楼宇，在住居民
650人。因无物业管理，小区基础设
施陈旧失修、违法乱搭乱建、机动车乱
停乱放情况突出。为加快解决这些问
题，映月新村被三灶镇列为老旧小区
微改造示范点位，改造内容包含完善
围合设施、环境卫生整治、增设停车
位、破损楼道修缮、公益广告增设等多
个方面。

目前，映月新村的改造升级正在
持续推进，与此同时，促进改造成果长
效保持的举措也在同步推动。记者了
解到，除了国企入驻安保管理外，该小
区已成立业委会筹备组，正积极推动
组建业委会。整个三灶镇已完成15
个小区业委会筹备组公示，后继将加
快组建进度。

小区是一个窗口，生动展示着一
座城市的形象。近日，记者接连走访
金湾区的多个老旧小区，只见路面干
净整洁、车辆有序停放，“文明金湾
你我同行”“志愿者的点滴之美汇成
暖心珠海”等文明标语，以及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益广告随处
可见，扑面而来的文明新风让人印象
深刻。

“每个周末，社区都会召集志愿
者，对小区进行卫生大扫除，现在楼道
内乱贴乱画、乱堆放杂物的现象没有

了。”三灶社区居民谭女士高兴地跟记
者分享新变化。

楼道内张贴的“牛皮癣”、堆放杂
物是老旧小区内常见的问题。为了破
解这一顽疾，三灶镇实行网格员定岗
定责、宣传引导与集中整治清理相结
合方式，同时号召小区居民参与到志
愿服务活动中，以实际行动践行文
明。截至目前，参与人数累计2500余
人次。

为提升群众的文明意识，三灶镇
还推陈出新，开展“我的小区我的家”
网格长面对面活动，鼓励居民说事议
事，公开收集居民建议和意见，积极主
动解决居民提出的问题，与社区居民
共同努力，共治共享文明社区。

在实践中探索改造和保持路径，
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正在金湾区重焕
新生，居民们共同缔造美好家园的意
愿也越来越强烈。

“改管并重”齐推进

共治共享促改造成果长效保持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近年
来，平沙镇立新社区不断健全社区议事
协商制度，创新建立“角色扮演”模拟议
事的形式，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
理。近日，立新社区组织新平二村辖区
居民召开了一场“角色扮演”模拟议事
会。

在立新社区新平二村，一辆外卖车
撞倒了老人，老人家属见状出面指责，
围观群众逐渐变多，外卖员不知所措，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为更好解决纠纷，
立新社区立即召集现场人员召开议事
会。“小区应加强安全管理，类似事件时
有发生，我们都提心吊胆的。”“社区需
要安装监控，防止偷盗和丢失事件发
生。”“楼栋下设置电动车停车位，增加
限行标志。”参与议事的居民纷纷提出
建议。

原来这是立新社区组织新平二
村辖区居民召开的“角色扮演”模拟
议事会。故事中的“外卖员”“被撞老
人”“老人家属”都是立新居民扮演。

会议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
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老师杨荣臻到
现场作指导。立新社区居民代表、居
民小组长等 21人，通过外卖员进入
老旧小区送餐碰倒老人的场景模拟
来讨论议事技巧。

会上，通过开展三场模拟、拟定三
个议题、制定三种方法，让议事员代入
角色，还原真实场景，模拟真实案例，发
表真实感受，解读真实流程。针对模拟
情景过程中产生的其他问题，进行现场
协商，共同探讨议事技巧，达成了共识
并进行表决。最后，现场观察员和指导
老师对此次模拟议事会进行了总结和
经验梳理。

本次模拟议事会是立新社区新平
二村议事协商项目首场活动。“通过情
景模拟和角色扮演，有利于让居民深入
学习议事协商，提升社区议事员的议事
能力，融入社区自治，为后续正式议事
协商会议的开展打下基础。”立新社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

平沙镇探索基层治理新路

居民“沉浸式体验”社区议事会

□本报记者 宋一诺

头戴安全帽，用火眼金睛识别隐
患，同时提出整改方案或建议……前不
久，一场全员参与的安全隐患排查赛在
珠海拾比佰彩图板股份有限公司火热
进行。比赛涵盖车间、仓库、办公室等
诸多部门，是拾比佰成立以来规模最大
的隐患排查赛。大赛发起人，正是刚成
立不久的拾比佰青年突击队。

位于金湾区红旗镇的珠海拾比佰
彩图板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金
属外观复合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
司，不仅建立了国内首条卷料高光覆膜
生产线，结束国内家电行业覆膜板产品
只能依赖进口的历史，更是通过20多
年的不懈创新，频频打破国外技术垄
断，产品常年畅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

作为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珠海拾比佰彩图板股份有限公司有不
少青年职工。今年5月，在珠海市团
委、金湾区团委的指导下，拾比佰青年
突击队正式成立，致力于服务好青年职
工，引领青年跟党走、立足岗位建功立
业。

在这支青年突击队里，队员们均是
生产管理一线的骨干成员。27岁的黄
子芬是青年突击队的队长，熟悉多国语
言，曾就职海外市场开拓部门，如今在
产品管理部负责项目管理。32岁的梁

培鉴是设备组的骨干，在公司负责设备
维保、技改项目实施，一直致力于提高
自动化程度和生产效率。

为提高全公司职员的安全意识，预
防和排查安全生产隐患，拾比佰青年突
击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组织开展了
厂区安全隐患排查比赛，分小组在目标
区域进行安全排查，并督促隐患整改，
有效推动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理
念落到实处。据悉，为了全方位提升技
能水平，今年以来拾比佰已举办16个
项目的技能比赛。

创新是拾比佰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也正是靠着坚持创新、永不服输的奋斗
精神，拾比佰青年突击队主动出击，突
破了一个个技术难题。拾比佰切换生
产状态时，有时会出现走偏的情况，造
成产品裙边、油漆漏涂、收卷不齐等问
题。针对这种情况，青年突击队主动汇
合工艺技术骨干，共同对该问题发起了
攻关。

“传统的做法是通过液压站持续运
转产生的恒压，作为动力源来进行纠
编，但存在能耗高、精度不高、漏油等弊
端。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我们经过多次
尝试，最终采用伺服电控系统来提高设
备的稳定性和产品精度，并且将能耗降
到了传统做法的百分之一。”团队成员
袁胡花告诉记者，经过试运行后，该技
术已在公司生产线全面推开。

这样的例子，在拾比佰不胜枚举。
“拾比佰目前拥有近百人的专业技术团
队，拥有77项有效专利授权，多次打破
国外技术垄断。”黄子芬表示，“奋斗是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作为产业一线的青
年，我们将‘青’尽全力，争做产业创新
生力军。”

拾比佰青年突击队：

“青”尽全力，争做产业创新“生力军”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车间
发生粉尘爆炸并引发火灾，火势较大，
请求支援……”近日桥椿金属（珠海）
有限公司内冒出“浓烟”，消防官兵、民
警、医护人员等纷纷赶赴现场救援。
这是金湾区组织的一起粉尘爆炸事故
应急演练，旨在全面检验提高各单位
和企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及现
场组织综合救援能力。

当天下午，桥椿金属（珠海）有限公
司发出一声“轰隆隆”巨响，滚滚浓烟从
车间冒出，刺鼻的气味不断蔓延，让人
呼吸困难。起因为该公司员工在对车
间进行检修作业时操作不当，电焊动火
作业的焊渣溅射引发“粉尘爆炸”并引
起了“火灾”。紧接着，企业立即启动事
故应急救援预案，企业的各应急救援组
赶赴现场，指挥车间内的员工迅速有序
地向安全地点疏散，并将受伤人员转移
至警戒线以外，同时依次拨打了金湾区
应急管理局值班电话、119、110和120
报警电话，请求救援。

不久，消防部门抵达现场开展应
急处置，防止火势蔓延。接到事故报
告后，金湾区迅速启动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公安、交警、卫健、环保、宣传、建
设、供水、供电等相关单位纷纷奔赴现
场，迅速开展交通管制、现场警戒、环
境监测、医疗救护、舆情管控等救援协
调工作。经过40分钟的紧张救援，现
场火势已得到控制，粉尘车间火灾已
被扑灭，3名被困人员被救出。接下
来，金湾区的善后联络组和事故调查
组继续进行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演
练现场解除应急响应，应急演练顺利
完成。

此次演练有效提高了政府与企
业共同应对安全生产事故的综合指
挥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应急处置能
力和协调作战能力。同时，针对本次
演练暴露出来的问题将对《金湾区生
产安全事故灾难综合应急预案》进行
修订，确保做到预案的专业性、针对
性和使用性。

金湾区组织粉尘爆炸事故应急演练

政企联动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青年突击队成员在进行业务交流。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金湾区老旧小区以文明之力重焕新生

63个小区换新颜
约5.3万名居民住“新家”

初秋午后，红旗镇广安花园小区
阴凉处，老人们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
起，悠闲地聊着天。说起文明城市建
设带来的新变化，在这里住了30多
年的李伟先竖起了大拇指，“变化很
大，尤其是老旧小区改造，原来从广安
路进入我们小区，一片杂乱，现在一进
来就看到干净的外墙、整齐的车位，环
境变好了，我们住得更舒心了。”

老旧小区改造事关百姓福祉，既
是珠海市2022年十大民生实事之
一，也是金湾区深化文明城市建设、
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记者从
金湾区文明办获悉，今年7月以来，
全区已投入资金超6400万元，开展
63个老旧小区（片区）微改造工作，
约5.3万名居民原地入住“新家”。
日前，记者实地走访了三灶镇映月新
村、红旗镇广安花园小区、平沙镇美
康村、南水镇学苑小区等多个老旧小
区，实地探改造成果。

采写：本报记者 宋一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走进改造后的南水镇学苑小区，
机动车整齐有序地停放在新规划的
停车位上，电动充电桩等便民设施完
备，儿童游乐区内孩子们正玩得不亦
乐乎。街角巷尾的楼栋外，还有融入
南水本土元素的多彩墙绘，原先脏乱
的老小区如今焕然一新。

“变化太大了！以前还有居民把
垃圾和杂物堆在这里，现在又干净又
漂亮。”小区居民李阿姨兴奋地同记
者分享她的新生活，“你看这些儿童
游乐设施，孩子们在家门口就有得
玩，再不用跑老远找公园了。”

秋千、滑梯、跷跷板……改造后
的美康村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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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周围还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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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

如此，原本坑洼不平的路面变得平整
了，还有整齐统一的停车位，放眼望去
干净整洁。

从老旧小区改造中受益的远非学
苑小区和美康村。今年7月以来，金
湾区已开展63个老旧小区（片区）微
改造工作（三灶镇 23 个，红旗镇 20
个，平沙镇18个，南水镇2个），共计投
入资金6482.83万元，受益群众约5.3
万人。

“我们以深化文明城区建设为契
机，正牵头各镇加快推进老旧小区微
改造，具体来讲，将根据每个小区的实
际情况制订改造方案，让居民从文明
城市建设工作中见成效、得实惠。”金
湾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微改造
涉及多个方面，将着力解决路面破损、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乱停放、车位数量
不足、缺少无障碍无障碍设施、缆线零

乱、缺少楼道公益广告及15分钟生活
圈展示等问题。

居民的广泛参与是老旧小区改造
的关键。记者在走访时注意到，金湾
区在改造过程中十分注重以人为本的
理念，居民的空间需求和体验被放在
了首位。

位于红旗镇广安路171号的广安
花园小区始建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初，占地约3800平方米，共有3栋居
民楼。由于建成较久，缺乏物业管理，
小区路面破损、“三线”杂乱、车辆随意
停放、公共服务设施缺乏等问题突
出。这些“顽疾”，一直是居民的心病，
也被广安社区网格长陆志刚一条条记
在了心里。

“广安花园小区有76户居民180
多人，其中大部分为老年人，通过邀请
居民参与民主议事协商机制，我们最

终敲定完善‘围合式’管理设施、破损
地面硬化平整、空中缆线规整、增设停
车位、老旧墙体翻新、消防设施改造以
及补充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等一系列改
造方案。目前改造已完成，接下来准
备推动成立业主委员会，引导居民自
治。”提起小区的改造情况，陆志刚如
数家珍。

“在无物业小区，网格长就像小区
的物业经理一样，在疫情防控、深化文
明城市建设等诸多工作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广安社区党委书记李仲玲告
诉记者，“在镇政府及社区实地调研的
基础上，我们充分发挥网格长熟悉小
区居民的优势，及时了解居民的想法，
不断优化改造方案，协调解决施工单
位和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及时回应
群众的关切，保障了改造工作的顺利
进行。”

“一区一策”改短板

63个老旧小区（片区）迎新生

红旗镇广安花园，原来杂乱的荒地改造成停车位。

三灶镇映月新村增设非机动车停车位。 平沙镇美康村，新安装的康乐文体设施组成了小型儿童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