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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类车”如何看待如何处理，村

民意见不一。 经过充分的沟通和宣传，

番禺区南村镇的村民形成一致意见，

化解了矛盾。 5月6日起，南村镇全面铺

开“五类车”整治行动。 对于镇辖内的

所有公共场所， 包括市政道路及村内

主干道，农贸市场、占用公共停车位消

防通道等地方的“五类车”，该镇将进行

不定期不限时间段巡查执法。截至5月6

日，南村镇今年共查扣“五类车”12941

台，辖内地铁口周边及主次干道“五类

车”横行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禁止“五类车”，村民担忧不方便

昨日， 记者来到地铁板桥站A出

口， 发现有几个顶风等候顾客的“摩

的”师傅。 不一会儿，有两名“摩的”师

傅拉到了顾客。 搭“摩的”能到的地方

均为地铁站附近， 价格和搭乘出租车

不相上下，有时候甚至比打的更贵，但

不少人为了赶时间选择不怕堵车的

“摩的”。 一名“摩的” 司机告诉记者：

“这里人多，客流量大，搭车的人多。 ”

村民李先生告诉记者：“我觉得禁

止‘五类车’是好的。‘五类车’太危险

了，尤其在开车的时候，摩托车电瓶车

蹿来蹿去，不太遵守交通规则，很怕撞

到他们。 ”

“五类车”的危害不言而喻，然而，

部分村民表示，在村里生活，如果没有

摩托车、电瓶车就非常不方便。 因为村

里公交车少，班次时间久，最主要的是，

有些地方公交车并不经过，想要出去办

事，没有“五类车”十分不便。 一些城中

村道路狭窄，人口密集，“五类车”也是

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多方做工作确保整治行动顺利开展

对于“五类车”的整治，村民意见不

一致，矛盾较大。 南村镇从多方进行疏

导，深入各村

（ 居）

宣传讲解，并调动村

干部的力量，向大家宣传“五类车”的危

害。 据统计，南村镇共派发宣传资料近

23000份，悬挂“五类车”宣传横幅100多

幅，张贴宣传海报、墙报101张，制作设

置安装“五类车”禁停、禁行标志牌25

个。同时，积极完善村子配套设施，对于

破损的路进行修补，建停车场，申请延

伸公交路线。

据了解， 南村镇配套公交相对完

善，共有27条公交路线途经南村，各个

村和社区都有公交停靠站点。地铁公交

接驳线可以到达地铁板桥站、地铁员岗

站。以人流量较大的员岗站来说，9条公

交路线、3个停靠站点连接该站，较好地

满足乘车需求。 同时，南村镇也在逐步

完善配套公交，今年初，地铁公交接驳8

号线延长至坑头村，为坑头村民的出行

带来了便利。

南村镇综治指挥中心表示，在严禁

“五类车”的同时，他们也将尽快完善相

关配套设施，方便村民的出行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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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花园能否增设健身器材和

儿童游乐器材

凡事好商量

一手整治“五类车”，一手完善公交线

番禺区南村镇多管齐下，完善相关配套设施方便村民出行

员村市场南门水果市场拟拆除

天河区街坊反映：

员村市场靠三横路这边这条路是附

近居民出行必经之路，但天天被菜市场的乱停乱放车辆堵

得水泄不通，居民出行极为不便。白水塘 35 号、36 号

（ 也就

是菜市场东边的居民楼）

楼道门口被菜市场围蔽起来堆放

杂物和垃圾。 希望有关部门出来管管，还居民一个整洁卫

生的出行环境。

天河区员村街道办反馈：

接到街坊反映后，员村街已

连续多天安排交通协管员到员村市场，引导送货车辆到正

门卸货，避免堵塞居民楼出入通道。 但该方式非长久之计，

目前街道正在制定整改方案，即拟拆除员村市场南门水果

市场，恢复市场卸货区。 具体方案将在

近期出台，敬请街坊关注。

天河区街坊反映：

嘉怡苑和远东大厦之间的大

花园都是杂草， 居民只能挤在很小一块空地活动，

小孩子只能在小区车道上玩耍，很危险。 因为花园

涉及几个物业，业主很难自行统一沟通。 建议由街

道牵头， 在花园增设健身器材和儿童游乐器材，避

免浪费资源，也给大家一个好的环境。

天河区林和街道办反馈：

已收到反映信息，目

前正在协调处理中。

问题 1：菜市场卸货车辆乱停放

居住证业务

迎来办理高峰

街道政务中心

一周最热业务榜

海珠区琶洲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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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五类车” 的整

治，村民意见不一致。 部分

村民表示，在村里生活，如

果没有“五类车”就非常不

方便。 对此，番禺区南村镇

从多方进行疏导， 派发宣

传资料 ，深入各村 （居 ）宣

传讲解 ，宣传 “五类车 ”的

危害；同时，积极完善村子

配套设施， 包括完善公交

路线、地铁公交接驳线、建

停车场等，方便村民出行。

这样的解决方式， 你是否

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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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商议焦点

南村镇全面铺开“五类车”整治行动。 通讯员供图

办事满意度：

街坊有所呼

小 e有所应

扫码说出您的烦心

事，小

e

助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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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5月5日期间， 海珠区琶

洲街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业务量前三位

分别为人社类业务、 代征个人出租屋

综合税和居住证业务。记者走访发现，

该中心大厅环境优美， 接待人员热情

及时响应。 居民对业务办理的速度和

工作人员办公态度都表示满意。 前来

办理居住证业务的杨先生说：“先去所

属居委登记， 然后按居委的提示带齐

资料来到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就行，过

程还是很顺畅的。 ”

微社区e家通记者 曹婧云

通讯员 陈朝阳

No.1

人社类业务

近两周：

284

人次 日均：

28

人次

共接待市民284人次。办理量较多

的具体为：就业补贴、失业救济领取、

医保等。随着人社类业务下沉至街道，

窗口业务事项随之增多， 办事人次相

应增长。 每周办事量均稳定保持在各

项业务之首。

温馨提醒 ：

2019

年广州市基本养

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 本市户籍

人员实行信息比对的月度认证方式 、

非本市户籍人员实行通过“ 广东人社”

APP

、微信“ 粤省事 ”小程序 、“ 广东社

保 ”

APP

等远程的方式认证或者书面

的年度认证方式，市民可“ 免跑腿”办

理养老待遇资格认证。

No.2

代征个人出租屋综合税

近两周：

267

人次 日均：

26

人次

共接待市民267人次，周均业务量

基本保持在各项业务的前三位。

温馨提醒： 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

为盘点日，暂停对外服务，建议市民合

理安排时间前来办理。

No.3

居住证业务

近两周：

208

人次 日均：

20

人次

共接待市民208人次。琶洲街辖区

范围广，企业众多，流动人口多。 随着

积分制业务的深入开展， 市民对居住

证办理意识逐渐增强。 积分入户如火

如荼，积分入学近在眼前，居住证业务

迎来办理高峰期。

温馨提醒 ：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居住证新规， 已缴纳社保或居住在自

有（ 直系亲属）产权房屋的流动人口办

理居住证业务， 不受居住登记满半年

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