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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动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敏）

记者

近日获悉， 海珠区召开区委常委会会

议传达学习市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现场

会和全市 4 月份重点工作调度会会议

精神， 并研究海珠区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由海珠区委书记马正勇主持召开。

会议强调， 要加快推进城区更新，

实现空间再生产。 围绕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广州提出的“老城市新活力”

“四个出新出彩” 等重要要求， 聚焦打

造海珠创新岛的定位和“一区一谷一

湾” 布局， 以加快推进城市更新为路

径， 为创新发展拓展空间， 为老城区

注入新的生产力和生产要素， 通过城

区转型推动产业转型、 治理转型。 一

方面， 要全面推进沥

滘

、 新市头等整

村改造的实施和石溪、 赤沙片区的控

规调整， 实现整片连片改造的规模效

应； 另一方面， 要总结唯品同创汇等

经验做法， 认真规划研究， 抓紧启动

整治提升， 打造一批示范典型。

会议指出， 要坚持统筹推进， 推

动发展上水平。 紧扣 《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 主动作为、 聚焦聚

力， 把琶洲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与

数字经济试验区建设作为主阵地、 主

战场， 抓紧修改完善试验区建设总体

方案， 尽快推动试验区建设取得突破。

要抓好国家一批新的减税降费措施的

落实， 落实市打造营商环境 2.0 版的

部署， 加强海珠区创新岛十八条的政

策宣传、 解读，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增强发展后劲。 要强化底线思维， 盯

紧意识形态安全、 安全生产等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 营造平安有序的良好

环境。 加强极端天气预警、 企业责任

落实和工程项目安全检查， 加强源头

治理、 依法治理、 综合治理， 及时消

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会议指出， 要狠抓工作落实， 推

进作风建设再深化。 海珠区委班子要

以身作则， 加强政治建设， 强化责任

担当， 带领各级党员干部把中央和上

级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好。 要参

照市重点工作调度机制， 完善区一级

工作协调和督办机制， 把各项重大工

作落细落小落具体。 全区各单位要紧

紧围绕各项目标任务， 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担当作为、 真抓实干， 把

企业服务、 民生保障、 黑臭水体治理、

“散乱污” 场所和违法建设整治等重点

工作完成好， 切实抓出成效。

信息 时 报 讯 （记 者 刘 诗

敏）

近日， 记者获悉， 海珠区召

开“散乱污” 场所整治专题工作

会议。 会议由海珠区委书记马正

勇主持召开。 海珠区政协主席、

区委副书记潘瑞雄， 副区长江

帆、 陈建彬、 谭伟文， 区纪委副

书记、 区监察委副主任冯贤辉参

加。

会议听取了海珠区科工商信

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 凤阳街、

瑞宝街、 江海街、 南洲街关于

“散乱污” 场所整治工作情况汇

报。

会上， 马正勇强调： 一是要

高度重视， 全力以赴， 按时完成

市下达的“散乱污” 场所整治任

务。 二是要强化责任分工。 区科

工商信局、 生态环境分局要加强

统筹， 强化与市工信局等市职能

部门的对接， 明确整治标准， 加

强对街道的指导， 协调解决整治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各街道要全

面摸清街道实际， 找准切入口，

实行“街道吹哨、 部门报到” 机

制， 逐个击破， 确保整治工作落

到实处。 三是要做好宣传动员工

作。 用好正反两方面的典型， 针

对业主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营造

“散乱污” 场所整治浓厚氛围。

四是要全力做好稳定工作。 加强

预警监测， 做好维稳预案， 及时

妥善处置整治过程出现的苗头性

问题和不稳定因素， 严防各类群

体性事件发生； 要依法依规打击

挑头分子， 形成有效震慑； 要进

一步完善紧急信息报送机制， 不

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确保紧急

信息报送、 应急处置工作快速、

高效、 准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敏）

记

者近日获悉， 为全方位打击和整治

辖区“五类车”非法营运行为，海珠

区政法委组织海珠区公安分局交防

大队、 海珠交警大队、 凤阳街派出

所、南洲街派出所、江海街派出所等

部门采取轮值的方式进行“五类车”

管控行动，持续推进“五类车”整治。

据了解， 海珠区政府南门十字

路口是中大布匹市场与周边小制衣

厂连接要道，三街交界、路口较多，

联动关控存在难度。 为有效遏制“五

类车”反弹，4 月 22 日起，海珠区公

安分局交防大队、海珠交警大队、凤

阳街派出所等部门相关工作人员重

点针对海珠区政府南门十字路口、

北门及周边区域进行严控打击。

据悉，此次活动除了对典型“五

类车”进行严控打击外，还包括：上

路行驶的人力三轮车、 运送布匹的

电动自行车、违章的电动自行车、不

挂牌照的“快递车”、不合规的“快递

车”、残疾人驾驶的三轮车、拼改装

的电动自行车、 加改装的残疾人机

动轮椅车。

行动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行

动对上路“五类车”一律采取依法查

扣， 对无证驾驶的相关人员依法依

规作出治安处罚。 行动采取不定时

的方式， 每次出动执法人员不少于

13 人次，有效震慑了非法营运者，为

市民提供了一个有序、 安全的乘车

环境。

据介绍，除了重点管控行动外，

海珠区将加强对“五类车”的整治力

度，加派警力开展日常清查，不定期

联合区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源头治

理，定期针对问题突出、容易反弹的

重点路段进行整治，确保“五类车”

明显减少， 为广大群众营造良好的

交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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