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记者 张豪 郭思琦 李焕坤 符畅

羊城晚报讯 记者鄢敏报
道 ：12 月 19 日 19 时 ，根 据
《2021-2022年广州市抗旱防咸
保供水工作方案》，天河区抗旱
防咸保供水应急指挥部发布水
源四级预警信息。

受持续干旱和咸潮上溯影
响，东江流域新塘、西洲水厂取
水受影响，预计 12 月 20 日至

24 日（每日凌晨至早上 7 时），
天河区华南快速以东区域水压
降低、自来水有咸感（对人体健
康无影响），渔沙坦、龙洞、柯木
塱、悦景路、沐陂、凌塘、东方一
路、东方二路、东方三路等高地
势区域可能出现短暂停水现
象，请沿线单位和居民做好储
水准备。

“做好社区工作必须用心，不用心再
有能力也搞不好一个社区。”这是张凤清
扎根社区工作16年的深刻感悟。如今
张凤清任花都区花城街兰花社区党支部
书记、居委会主任，带领居民构建“幸福
兰花”社区是她不断追求的目标。

提到兰花社区，不得不提“七彩兰
花”队伍。2017年开始，在张凤清的带
领下，社区陆续组建了七支有特色的
党员队伍，一千余名在职党员根据工
作职业和自身特长，分别组建了红色
教育党员服务队、法律专业党员服务
队、青少年教育培训党员服务队、医疗
保健党员服务队、爱心扶助党员服务
队、“垃圾分类”党员服务队、“社区安
全红马甲”党员服务队。

“起初，‘七彩兰花’队伍并没有这
么多服务领域。”张凤清告诉记者，队
伍的建设是在不断发现社区的问题中
完善的。“七彩兰花”落地生根后，居民
们可以在社区内定期寻求法律顾问的
帮助，幼儿园的孩子们可以听社区老
党员分享红色故事、老年人可以在社
区内听健康讲座……各服务队开展了
精彩的活动，满足了居民的需求，丰富
了居民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每到

寒暑假，青少年教育培训党员服务队
还会为社区的孩子们开设免费的“七
彩小课堂”，为“候鸟儿童”及辖区少儿
提供多姿多彩的课余生活。

此外，张凤清与青少年教育培训党
员服务队还积极推进社区心理辅导服
务落地，“现在居民物质生活条件好
了，更关注精神世界的健康，心理辅导
同样重要。”张凤清告诉记者，服务队
曾经成功帮助过社区内的一个家庭。

“当时社区内有一个孩子在幼儿园就
读，孩子很聪明但很叛逆，老师便向社
区反馈了此情况。”接到反馈后，服务
队深入了解，通过心理辅导介入，与孩
子及其家庭成员进行了沟通。最终发
现，不健康的家庭关系导致了孩子的
叛逆行为。“在心理顾问一次次与父
母、孩子沟通后，孩子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没有以前叛逆了。”张凤清表示。

如今，“七彩兰花”队伍已成为社
区治理的新品牌，曾多次获得省、市、
区各项荣誉，还被写入花都区的政府
工作报告。未来，张凤清希望通过“七
彩兰花”队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营造
良好的社区氛围。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严艺文，
通讯员张龙图、陈洁珊报道：广
州市广州大道北作为天河北重
要的交通主干道，一直存在过街
难和交通拥堵的问题。记者12
月 19日从市中心区交通项目管
理中心获悉，广州大道快捷化改
造项目又有新进展，白云区京溪
路人行天桥已通过完工前的相
关验收，于12月 20日零时正式
投入使用。

广州大道北与京溪路交叉
路口交通繁忙，有大量机动车、
非机动车和行人经过该路口，上
下班高峰期时，在该交叉路口过
街需时 4-5 分钟。京溪路人行
天桥开通后，将优化京溪路口的
信号灯红灯时长，提高道路通行
效率。

据介绍，京溪路人行天桥采
用拱桁和钢箱梁组合结构，主桥

单跨 47.2 米，设置有无障碍电
梯。针对残疾人和老人小孩的
无障碍电梯及相应配套的外电
报装，预计明年春节通过安全验
收后投入使用。

为了改善市民出行条件，
广州大道快捷化系统改造二期
新增人行天桥 15 座。目前改
造项目已完成圣地广场、京溪
路、云凯、斯文井等 12 座人行
天桥的建设，其中欧梵家具广
场人行天桥预计 12 月底开通，
广日电梯人行天桥预计明年春
节前开通。接下来，市交通运
输部门将积极推进云景路、红
旗市场、高领宾馆 3 座人行天
桥建设。15 座人行天桥项目
整体完成后，将减少信号灯控
制路口，有效解决过街难和行
车 缓 问 题 ，提 升 市 民 出 行 质
量。

报料热线：114转羊城晚报报料 或 87776887 2021年12月20日/星期一/ 要闻编辑部主编/责编 卫轶 / 美编 陈炜/ 校对 朱晓明

A5今 ·广州日

寻找“最美社区工作者”
线上点赞超175万次

在文化大篷车社区行活动中，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联合广州市文明办、广州市民政
局，发起了第三届寻找“最美社区工作者”活动。12月13日-19日，羊城晚报推出“寻找
最美社区工作者”线上点赞活动，53名社区工作者参与评选。短短一周时间内，吸引近
17.5万人次踊跃投票，为各位“最美社区工作者”点赞175余万次。

羊城晚报·羊城派也同步开设“寻找最美社区工作者”栏目，深入广州各大社区，征
集社区工作者在一线基层的典型故事。

宋冠锋是海珠区南石头街保利社
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2000年，退
役后的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海珠区
南石头街，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自
2017 年到保利社区以来，宋冠锋以党
建为引领，努力建设社区党员队伍、物
业公司队伍、志愿服务队伍，以“绣花”
功夫打造社区特色品牌、推进基层综合
治理，使保利社区变成环境优美、安全
有序、文明和谐的幸福社区。

据统计，保利社区有居民4952户，
常住人口 16000 多人，社区内 40 个楼
栋，126 个梯口。宋冠锋介绍，与其他
社区不同，保利社区一大特点是完全由
小区组成，物业公司在社区治理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宋冠锋认为，虽然社区的
工作模式和物业公司不同，但大家的最
终目的都是让这个家园变得更好。由
此，保利社区打造“城市议事厅”社区品
牌，推进社区议事协商建设。每周与物
业公司召开议事协商例会，共同商量解
决社区问题。

旧楼加装电梯是广州近年积极推
进的重要民生实事之一。保利社区存
在多栋楼龄20多年的无电梯 6层小高
层，居民尤其是长者对电梯加装需求

强烈。然而，保利社区首栋需要加装
电梯的旧楼就遇到了难题。“当时是
2018 年，那栋楼大部分业主希望加装
电梯，但一楼担心采光等问题，一直没
有同意。”保利社区借力“城市议事厅”
平台，和物业公司、居民代表多次召开
协调会，经过 4 个月，终于达成一致意
见，该楼宇顺利加装电梯。在该楼宇
的样板作用下，目前保利社区有6栋楼
宇正在加装电梯。此外，“城市议事
厅”还解决了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的
选址问题、多宗漏水问题；开展形式多
样的社区文化宣传活动，有文明养狗
活动、消防安全宣传活动、中秋游园活
动，丰富了社区群众文化生活和提高了
群众多方面的意识。

除了联合物业公司队伍，宋冠锋还
善于运用社区党员队伍、志愿服务队伍
的力量。据介绍，2017年以前，保利社
区就拥有一支志愿服务队，服务内容以
文娱活动、便民活动、慰问长者为主。

“后来除定期开展老人探访、捐书、捐
衣、义剪、义诊等常规志愿活动外，保利
社区志愿服务队围绕政府中心工作，积
极参与到疫情防控、垃圾分类、交通文
明宣传等。”宋冠锋说。

花都区花城街兰花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张凤清

让“七彩兰花”
落地生根

建设三大队伍
打造幸福社区

海珠区南石头街保利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宋冠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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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日华南快速以东
部分区域可能短暂停水

今日投入使用的京溪路人行天桥 通讯员供图

京溪路人行天桥今日开通
广州大道快捷化改造项目二期15座

天桥已完成建设12座

预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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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如果你从清远高新区莲湖
片区的上空俯瞰，遍地是茂密的
山林和深深浅浅的坑塘。而如今

站在高处，一张由高速公路、市政道路和
铁路轨道织就的大网已铺展开来。

在这张大网中，南北走向的清晖南路
已铺上沥青。建成通车后，从市区北江四

桥出发，途经清晖
中路、清晖南路，连
通莲湖大道，接近
20 分钟即可抵达
莲湖片区。而这条
路串起的不仅是两
端的距离，还有清
远高新区为沿线企
业倾力打造的一系
列市政配套工程。

在打造国家一流产业园区的愿景
中，清远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
任周岐贤这样设想：以“四化”标准，即数
字化、智能化、专业化、绿色化，打造一流
产业园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清远高新区会将重点围绕四大核心
节点打造特色园区形象。园区西侧围绕
山地公园和创意廊桥打造以企业服务功
能为核心的“创智芯”；园区东侧围绕智
慧信息公园与未来Mall 打造一个可游、
可赏、可科普的“乐活芯”。

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陈建文负责招商引资工作已有 20多年。
谈及选择入驻企业的标准，他表示：“我
们的土地优势、交通区位优势、用电优势
和人力成本优势是吸引众多优质企业蜂
拥而至的原因。市里对招商引资的要求
是‘环保安全，经济效益’，我们在这个基
础上还要考虑能耗、工业增加值和拉动
地方就业的问题。我们是要优中选优”。

事实上，从主导产业的确立之初，低
碳绿色就已经是莲湖片区的发展本色。
清远高新区代建中心相关负责人回忆，
最开始考虑到清远在材料方面的产业基
础较好，计划建设化工园；后来考虑到高
分子材料的废气废水排放量大、能耗较
高，最终还是放弃了原来的计划。

降低能耗，也是清远国家高新区长远
发展的内在要求。今年，科技部印发的《国
家高新区绿色发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
出，到2025年，国家高新区单位工业增加
值综合能耗降至0.4吨标准煤/万元以下。

“之前我们整个高新区的平均能耗大
概是0.7吨标准煤/万元，根据相关发展目
标，我们优先选择能耗低于0.4吨标准煤/
万元的产业。我们也请了专家评估，现有
的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的能耗约为0.4吨标
准煤/万元，最终才有了电子信息技术产
业园的落地。”上述负责人进一步介绍。

下一步，清远高新区将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守住生态安全
底线，以更坚决、更有力措施扎实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系统性变革，大力推进园区
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打造生态宜居、环境
优美、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园区。

树木抽枝发芽需要阳光、
土壤、水分和空气，而莲湖片
区内的企业要发展与运营，场
地、用水、用电等配套基础设
施，对企业也是如同阳光雨露
般重要的存在。

近年来，高新区管委会积
极完善园区功能性配套，如腾
讯项目相关配套电力工程、南
部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和清晖
路供水主管工程等，全力推进
全 区 各 园 区 形 象 和 功 能 提
升。在这一过程中，清远高新
区积极对接企业需求，想企业
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解企
业之所困。

清远高新区建设局工作
人员向记者铺开一张腾讯项

目地块的原貌图片解说道：
“你看这里以前是个坑塘，高
差是很大的，地块两端的高差
有十几米。按专家推荐，一般
是从高到低做成台阶式的设
计。”不过，由于数据中心项目
运营的特殊要求，腾讯方面提
出要设计为标高 41.9 米的平
整场地。

腾讯项目地块其中一角
的标高只有30米，意味着要做
十几米高的挡土墙。该工作
人员表示，他们为此专门设计
了造价很高的挡土墙，同时也
应腾讯方面的要求，对挡土墙
旁边的土壤额外作了分层压
实，“我们为挡土墙和分层压
实的工程前后多花了一两千

万元”。
无独有偶。高新区管委

会近期也为际华赛车体验中
心解决了水压低、用水难的
问题。据介绍，近期整个清
远市的降雨量比较少，原来
给际华赛车体验中心供水的
银盏水库的库存量下降得比
较厉害，水压较平常低了很
多，难以满足工作生活的用
水需求。为此，清远高新区
通 过 建 设 加 压 泵 站 提 高 水
压，通过运水车将其他地方
的水运送过来，满足赛车场
暂时的用水需要。

企业长期的用水需求如
何解决？韦绍军介绍，南部供
水管网改造工程的水管已经

铺到赛车场附近了，清远高新
区各部门非常重视这一片区
的配套设施，他们很快就不用
担心用水问题了。“看着市政
配套逐渐稳步地推进，我们对
整个片区发展的期望值是越
来越高。”

为给企业发展提供土地
要素保障，清远高新区也加快
了土地收储的步伐。高新区工
作人员表示，今年莲湖片区已
完成土地供应面积 394 亩，正
在实施供地面积 416 亩，已于
11 月底挂牌。另外，目前该
区正在通过落实土地规模、
完善报批手续，收回、置换一
批闲置国有土地的方式，收
储部分土地。

全副武装的赛车手们踩下油
门，一声发动机的轰鸣从起点传
来，卡丁车沿着轮胎围成的赛道飞
驰向终点——这是莲湖片区内际华
赛车体验中心里的一幕。目前，赛
车场处于试运营阶段，已有一些赛
车手慕名前来体验全新赛道。

广东际华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综合办主任韦绍军亲眼见证了赛车
场和周边交通线路从无到有的过
程。他表示，在莲湖片区招商阶
段，高新区管委会的领导曾向他描
绘了周边交通配套完善后的未来图
景，“我很高兴地看到，主干道和支
路网都在加快落成，这幅图景很快
就要变成现实了。”

在际华赛车体验中心附近，公
路交通线路的骨架已基本成型，汕
湛高速去年年底全线通车，佛清从
高速正在抓紧建设中。轨道交通也
没有“掉队”，广清城际已经通车，
从清远长隆所在的银盏站至花都
站，仅仅需要 16分钟，便可以实现
跨城；清远市磁浮旅游专线工程银
盏站至长隆主题公园段的项目也已
铺设好轨道，初期建设银盏站、长
隆大道站以及长隆主题公园站。

因广清城轨并行及跨越广清大
道，城际轨道桥墩局部落在 G107
国道中央绿化带处，造成广清大道
龙塘至银盏有两段道路需改造扩
建。韦绍军特别提到，就在去年，
广清城际G107 国道还建道路也已
经全线顺利开通，缓解了该路段的

交通压力，为车辆及行人安全、舒
适出行提供有力保障。

“莲湖片区可以在 2 小时内通
达粤港澳大湾区所有城市，我们落
户时也是考虑到这个区位优势。”韦
绍军表示，这与际华赛车体验中心
的定位不谋而合，未来，他们将立足
于珠三角区域，将服务的辐射范围
扩大到华南区域乃至全国，争取成
为专业级别赛车赛事的举办场所。

以莲湖片区为例，高新区建设
局相关负责人用一组数据介绍了这
一片区的交通便利程度——按交通
规划，8公里到广清高速银盏出口，
11公里到广清高速龙塘出口，18公
里到乐广高速源潭出口，4 公里到
广清城轨银盏站，22公里到达清远
高铁站，43公里可到广州白云国际
机场。据透露，目前莲湖片区的主
干道已经基本建成，支路网的建设
进度为50%-60%。

依托这一交通优势，不少片区
内的企业也对未来的发展充满期
待。莲湖产业园清远梦享谷项目负
责人表示，其希望借助本地发达的
交通网辐射到珠三角的客群，为此
项目还规划了湾区交往中心，定位
于粤港澳青年共融共创之地。落户
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园的东莞电协园
区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杨发
智也表示：“发达的交通既方便工厂
业务员快速出行全国乃至全世界，
也方便北京、香港和外国的客商与
研发设计人员前来与企业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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