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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政务

南石头街政务服务中心搬新址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杰）

自 5 月 5

日起，南石头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已正式

“搬家”。 新址位于海珠区工业大道中

364 号之一（二楼），有需要的街坊请记

好新址。

交通非常方便 硬件升级大改造

对于政务服务中心新址，多位街坊

都向记者表示这里的交通非常方便。

南石头街道政务服务中心新址位于地

铁燕岗站上盖，从 B 出口出来步行十米

即可。 在不足一百米的范围内就有纸

厂站和广纸路站两个公交车站，二十多

条公交线路途经。 这里是纸厂路和工

业大道中的交汇处，差不多是南石头街

的中心地带，不管南来北往都方便寻

找。

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

新政务服务中心有 650 平方米， 十三

个业务窗口， 比起原来仅有 200 平方

米， 十一个业务窗口的旧址来说， 几

乎是升级大改造。 政务服务中心新址

配备了三台多媒体自助终端机， 街坊

们可以通过扫描身份证、 社保卡等，

在机器自助办理社保、 出租屋等相关

业务。

职能科室更集中

除了政务服务中心外，南石头街道

城管科、来穗中心、民政科和计生办也

会搬迁到新址。 以前，这几个科室分别

在不同的办公地点，对需要综合办理业

务的街坊们来说并不太方便。 不久后，

它们都会来到新的南石头街党群服务

中心大楼。 届时，街坊们就可以在这里

体验到一站式服务。

地址：

海珠区工业大道中

364

号之一（二楼）

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

上午

8

：

30~12

：

00

下午

2

：

00~5:30

咨询电话：

34479912

89448012

（节假日及国家

法定假期休息）

南石头街道政务服务中心。 信息时报记者 卢杰 摄

街道总工会举行职工趣味运动会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杰）

5 月 10 日

下午，南石头街道总工会在广纸足球场

举行着第二届趣味运动会，现场传来一

片欢声笑语。

本次趣味运动会由南石头街道总

工会举办， 希望通过本次运动会， 加

强团队间的协作能力， 让大家能在游

戏和运动过程中提升凝聚力和配合度，

从而激发广大职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

性； 同时， 促进街道总工会与各企业

工会之间的互动交流， 增强合作意识。

本次运动会有十支队伍参加，他们

各自取了有气势的队名， 如奇迹队、雄

狮队、雄鹰队等以表达对自己及团队非

常有信心。 在当日的比赛中，队员们需

要完成七个项目的比赛后才能获得最

终分数。不同项目分散在广纸足球场的

不同位置，各支队伍可以自行选择挑战

关卡的先后顺序。

不少参加者都表示， 本次比赛的

项目都设计得很好， 非常有趣， 又很

考验团队的默契和凝聚力。 希望以后

有更多的同事可以一起来参加。 更有

不少人认为， 能够跟南石头地区其他

单位一起互联互动的机会很难得， 希

望以后可以在更多的平台上互相接触，

开展合作。

经过有趣而激烈的比拼，最终成绩

在当日下午六点出炉。在本次运动会中

获得第一名的是成双成对队，获得第二

名的是雄鹰队、越来越秀队，获得第三

名的是凌云队、 奇迹队和超能陆战队。

“成双成对队”队长告诉记者，本次比赛

我们能够取得好成绩，最重要的就是大

家齐心协力， 充分发挥了我们的实力。

在最后的一个关卡中， 有队员摔跤了，

但我们马上将他扶起来，继续比赛。 通

过这次的比赛，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变

得更加团结了。

南石头街部署“城中村”综合整治工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杰）

为落

实中央巡视组对“城中村” 问题整改

工作要求， 进一步提升“城中村” 重

点地区综合整治效果， 4 月 29 日上

午， 南石头街道召开 2019 年“城中

村” 综合整治工作部署会议， 街道相

关主要领导及相关科室、 社区负责人

参加。

会议传达了 《海珠区 2019 年“城

中村” 综合整治工作方案》 《南石头

街 2019 年“城中村” 综合整治工作

方案》。 街道副调研员明确了几点要

求： 一是明确整治范围。 对庄头社区、

翠城社区、 南箕社区、 棣园社区、 泉

塘社区、 石岗社区共六个社区的“城

中村” 进行综合整治。 二是明确工作

措施和分工。 各部门务必对相应的工

作措施和分工理解透彻， 责任到位。

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各项任务落实，

确保各项措施取得实效。 三是明确工

作节点。 专项行动自方案印发之日开

始，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结束， 共分

三个阶段进行。 四是明确报送时间。

相关部门、 相关社区指定负责人和联

络员， 每月报送本期工作情况。

随后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本部门的

工作职责提出可行性建议， 由南石头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作总结归纳， 要求

按职责法定原则， 各项工作统筹结合，

全面实现“城中村” 综合整治。

最后， 南石头街道办事处主任强

调， 在综合整治过程中， 务必齐抓共

管， 完善信息， 各部门列出具体可行

的措施统筹兼顾， 联合行动， “城中

村” 所有整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

打造良好的营商和宜居环境， 为了居

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而努力！

“城中村”综合整治

南石头街环境和秩序

不断改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杰）

5

月 15 日上午， 由南石头街道环

监所牵头，南石头街道办事处副

主任带领多个科室的工作人员

联合行动，对辖内 8 处无证或证

照异常的废品回收点进行综合

整治。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行

动前环监所已向相关商户派发

通知。 行动当日，已有 4 家废品

回收站自觉搬走，另外有 1 家废

品回收站正在清理，1 家废品回

收站关门。 在行动中，工作人员

发现两家废品回收站正在拆解

废旧金属。 经请示，为达到整治

效果，执法人员暂扣了这两家废

品站的部分废品并责令当事人

立即清空场所并将违建部分拆

除。

据悉，此次是南石头街今年

以来的第二次“城中村”综合整

治行动，以废品收购站（点）整治

为重心，快速有力，效果明显，不

但清理了几家顽固无证废品收

购站，而且对其他流动废品收购

流动点也起到震慑作用，使“城

中村”的人居环境和秩序得到不

断改善。

整治行动现场。

信息时报记者 卢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