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员观看爱国主义教育电影。通讯员供图

街道开展出租屋安全隐患专项整治

行动。 通讯员供图

“城中村”综合整治阶段性工作分析会召开。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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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政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杰 通讯员 刘

健筠）

根据区委政法委关于开展出租屋

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要求， 结

合南石头街道 2019 年“城中村” 综合

治理工作， 2019 年 7 月 15 日下午， 由

街道办事处主任带队， 街道来穗中心牵

头， 联合南石头派出所、 南石头市场监

管所、 街综治办、 街城管科、 街安监中

队、 街执法队、 庄头社区、 南边经济合

作社等有关部门， 在庄头社区开展出租

屋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

据悉， 当日活动共出动工作人员 40

人次， 核查房屋 192 栋， 其中核查出租

屋 398 套， 核查人员信息 395 人。 新登

人员信息 55 条， 其中流动人口 54 条；

注销人员信息 43 条。 发现安全隐患 26

宗， 发出整改告知 26 宗， 派发消防安

全、 扫黑除恶、 燃气安全、 “五类车”、

防电信诈骗等宣传单张 352 份， 登革热

宣传资料 98 份， 灭蚊片 150 片。

据介绍， 7 月 3 日、 10 日， 来穗中

心联合街道相关科室及派出所在翠城社

区、 石岗社区分别开展了专项整治行

动， 共出动工作人员 61 人次， 核查房

屋 194 栋， 711 套， 新登记出租屋 9 套。

核查人员信息 873 人， 其中核查户籍人

口 112 人， 流动人口 761 人。 新登人员

信息 157 条， 其中流动人口 154 条， 户

籍人口 3 条； 注销人员信息 95 条。 发

现安全隐患 17 宗， 发出整改告知 17 宗，

发出催办通知书 14 张， 派发消防安全、

扫黑除恶、 燃气安全、 “五类车”、 防

电信诈骗、 预防登革热等宣传单张 509

份， 派发灭蚊片 334 盒。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杰 通讯

员 吴捷灵 ）

为加强南石头街“城中

村”重点地区综合整治力量，进一

步推动下半年“城中村”综合整治

成效，7 月 11 日下午， 由街道办事

处主任组织召开南石头街 2019 年

“城中村” 综合整治阶段性工作分

析会议。 街道相关领导以及党政

办、综治办、民政科、城管科、执法

队、司法所、政务中心、来穗中心、

社区中心、安监中队、环监所、文化

站、派出所、市场监管所、庄头社

区、翠城社区、南箕社区、棣园社

区、泉塘社区、石岗社区负责人参

加了会议。

会议先由街道相关领导对南

石头街 2019 年“城中村”综合整治

阶段性工作进行总结。 随后街道来

穗中心、环监所、城管科负责人就

“城中村”综合整治工作成效、存在

问题和下一阶段的工作建议发言。

其他部门和社区居委会负责人积

极献言献策。

街道办事处主任表示，“城中

村”综合整治要按照“部门联动，问

题联治”的工作原则，形成可行的

例会制度、 形成可行的操作流程、

形成可行的责任追究机制， 围绕

“平安建设”和“城中村综合治理”

两大模块有序进行综合整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杰 通讯员

刘纯）

7 月 19 日下午， 南石头街开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组织辖

内“两新”组织代表参观体验街道党

群服务中心。 同时，中心三楼多功能

会议室首次作为社区影院引入正在

热播的爱国主义教育电影《守边人》，

街道 3 个机关支部、16 个社区党委及

“两新” 党组织约 100 名党员观看影

片。 活动结束后一位预备党员说：“要

向魏老一样淡泊名利，不计较个人得

失， 奉献是一种真诚自愿的付出行

为，是一种至高的精神境界。 ”

此次活动进一步激励了广大党

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鞭策向优秀

党员看齐，弘扬奉献精神，始终坚定

信仰，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忠实实

践者。

街道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

南石头街开展党性修养主题党课学习活动。

通讯员供图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杰 通讯

员 刘纯）

7 月 22 日， 为做好街道

党建工作队伍建设， 不断加强理

论修养，坚定学习理念，在学思践

悟中牢记初心使命， 在细照笃行

中不断修炼自我， 南石头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围绕“坚守初心使命，

勇于担当作为” 开展党性修养主

题党课学习活动。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表示，作

为党建工作队伍的一员， 要培养

三种服务意识， 即主动服务的意

识、创新服务的意识、优质服务的

意识，将三种意识结合五个坚持，

坚持理想信念，坚持勤奋学习，坚

持党的基本宗旨，坚持勤奋工作，

坚持严于律己， 从实处做到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

随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带领

全体党员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

街道党校举办党课学习活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杰 通讯员

陆贻菁）

7月11日上午， 南石头街道执

法队会同街道城管科就《广州市海珠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做好燃

气安全执法检查工作的通知》《区城管

和执法局关于开展燃气无证经营行为

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对海珠区工业

大道中庄头福南新街避风塘美食店、

香吧岛美食坊、 食之味食庄等燃气用

户进行检查。

经检查， 发现上述用户存在不同

程度场地安全使用条件不足、 存在安

全隐患不按规定落实整改等问题和情

况。 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

并对避风塘美食店、香吧岛美食坊、食

之味食庄等三家燃气用户发出《责令

限期改正通知书》， 要求其按期整改，

逾期不改正的将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不规范使用燃气 三店被责令整改

南石头街开展出租屋

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

部门联动问题联治 有序整治城中村

南石头街召开2019年“城中村”综合整治阶段性工作分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