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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

凤阳街开展河涌沿线“散乱污”场所专项整治行动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曹婧云 通

讯员 孔繁聪）

2018 年 12 月 5 日上

午，凤阳街在敦和涌开展河涌沿线

“散乱污”场所专项整治行动，海珠

区委常委、 区委政法委书记马红

安， 海珠区副区长江帆到场指导，

凤阳街道办事处、区环保局、区住

建水务局、区消防大队、凤阳市场

监管所、凤阳食药监所、凤阳派出

所、海珠供电局、南区供水分公司

等部门共计 70 余人参与行动。

行动开始前，凤阳街道办事处

主任刘志杰对大家作了简短动员，

宣布了行动纪律。 要求行动中以宣

传为主，做好记录，有序进行排查

整治。 要求大家齐头并进，各自做

好分内工作， 争取高效详细地完

成，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据悉，本次行动中，海珠区环

保局负责依法查处违法排污、环保

手续不齐全等行为；海珠区住建水

务局

（区水政执法大队 ）

负责依法

查处违法排水、排水许可手续不齐

全等行为；海珠区消防大队负责依

法查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海珠供

电局负责对关停取缔企业依法实

施断电等措施；南区供水分公司负

责对关停取缔企业依法实施停水

等措施。 凤阳食药监所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

规，对不具备食品药品生产条件的

“散乱污”场所整治查处；凤阳市场

监管所负责依据《无证无照经营查

处办法》、《广东省查处无照经营行

为条例》、《广州市商事登记暂行办

法》等规定，对无照经营行为依法

从严查处，对实施停产关闭的企业

组织关闭。 凤阳街道和派出所也进

行分工， 主要分为参与行动执法、

行动整体秩序维护、相关企业和群

众的宣传教育和情绪疏导等工作。

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旨在继

续深入摸查情况、督促沿线“散乱

污”场所落实整改，并强化宣传教

育，进一步提升群众的环保参与意

识和企业的环保行动自觉，共同打

好污染防治和黑臭河涌治理攻坚

战。 现场通过“断水、断电”方式整

治“散乱污”场所 28 间，其中供电

部门末端停电 15 处、 临时停电 4

处，供水部门拆表 6 处，各部门各

施其责确保整治行动取得了预期

效果。

各企业、各位居民群众：

为进一步改善重点河涌流域环

境，广州市政府已颁布实施了《关于清

理整顿重点河涌流域“散乱污”场所的

通知》（穗府规〔

2017

〕

12

号），根据该通

知要求 ，现对辖内康乐涌 、五凤涌 、敦

和涌等河涌两岸范围内的“散乱污”场

所进行全面的清理整顿。 具体要求是：

按照关闭搬迁为主、 就地整改为辅的

原则， 对不具备整改条件或国家明令

禁止的场所采取有效措施清理取缔 ，

最大程度消除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区环保、水务、电力、市场监管、安

全生产等政府部门将联合采取宣传教

育、 专项执法、 常态化巡查监管等措

施，运用用水用电大数据手段，通过关

停取缔、整合搬迁、升级改造等方式全

面清理整治上述范围内的“散乱污”场

所，保护生态环境。 凤和联社及相关经

济社正大力推动整村改造， 以实现片

区生态环境改善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

近期，康乐村、鹭江村内各生产社已完

成片区整村更新改造意愿表决， 同意

率达

97%

，超过法律规定的要求，将开

展片区改造策划工作。

我们呼吁相关企业、 个体经营者

主动落实整改， 广大群众共同参与治

理工作。 同时，请来此创业和投资的朋

友， 详细了解相关物业的产业规划情

况和片区“散乱污”场所清理整顿的要

求，避免盲目投资情况，充分保障自身

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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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街探索社区管理新模式，创建容貌示范社区

润南花园变身社区新“靓点”

信息时报讯（记者 曹婧云 通讯员 靳庆斌）

据了

解，润翠社区的南泰路润南花园建于 1998 年，共有

24 栋 870 户住户。该小区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存在垃

圾杂物乱堆放在绿化带、围墙残旧批荡脱落严重、路

灯破损倾斜、居民休闲位置较小、井盖设施破损缺少

等问题，生活环境相对较差。

2018 年以来，根据《海珠区城市管理局关于印发

海珠区 2018 年创建容貌示范社区工作方案的通知》

的总体部署，凤阳街高度重视，将创建容貌示范社区

工作作为优化提升城市品质、 增强市民群众幸福感

获得感的重要手段，不断探索社区管理新模式，润翠

社区的整体容貌得到了明显改善， 润南花园更是成

为了容貌示范基地。

据悉， 润南花园的改造工作主要着手于清理垃

圾杂物、单车棚改造、新建垃圾分类房、新建小区设

施

（宣传栏、晾晒架、大理石凳等）

、更换新型铸铁井

盖、新建庭院路灯和楼道口灯、围墙改造、花基改造、

烂地硬底化等九个方面，改造后不仅外观整洁明亮，

且实用性强。

如今， 润南花园首层花基内乱堆放的废弃旧家

具、花盆杂物等已被清除；整合新建一处 220 平方米

的新型防火材料单车棚；新建一处垃圾分类房，并在

润怡大街和润怡三街分别设置 6 处不锈钢垃圾分类

临时收集点，加强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新建不锈钢

宣传栏 5 组、户外公用不锈钢晾晒架 12 个、大理石

凳 23 张；小区内不规范的破旧井盖已全部更换为新

型铸铁井盖共计 136 套、 维修改造首层排污沟渠并

更换盖板 192 平方米； 新装小区庭院路灯 35 套、居

民楼道口灯 24 套；润怡大街破损围墙已加固粉饰并

加设琉璃瓦飘檐，面积共计 648 平方米；清除绿化带

内的杂草及灌木，铺设透水植草砖 1400 平方米并栽

种草皮，为今后登革热防控做好准备；社区内三块面

积较大的烂地用混泥土进行硬地化， 面积共 240 平

方米。

记者获悉， 凤阳街计划下一步将巩固深化创建

成果， 继续把创建容貌示范社区工作作为一项惠民

利民的重点工作来抓，使创建工作深入人心，成为市

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不断提升创建层次，将创文、巩

卫、 宜居环境建设等各项工作与容貌示范社区创建

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在改善社区硬件环境的同时，提

升居民的道德品质和文明程度，加强活动载体建设，

突出社区格调和品位，不断打造社区新“靓点”；建立

健全长效机制， 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的组织管理和

争取相关资金的投入， 加强对容貌示范社区环境面

貌的常态性维护管理， 健全长效机制， 巩固创建成

效，为容貌示范社区建设向广度发展提供标准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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