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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政务

为确保重大活动社会治安稳定，街道推进寄递物流管控并开展吸毒人员排查

发现寄递违禁物品一律上报

南 石 头

街 召开 推 进

寄递 物 流 管

控工作会议。

通讯员供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杰 ）

8 月 14

日，南石头街在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召

开推进寄递物流管控工作及开展吸毒

人员大排查大管控大筛查专项行动工

作会议。 会议由南石头街道相关领导主

持召开，南石头派出所、工商行政管理

所相关领导出席，各寄递物流行业企业

代表、 各社区居委专干约 60 人参加本

次会议。

强调物流门店实名登记、开箱检查

据了解，南石头街道禁毒办为配合

海珠区物流管控办于 8 月开展寄递敏

感违禁物件进行专项检查行动，确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澳门回归 20 周年

庆祝活动等系列重大活动社会治安稳

定，扎实推动寄递物流专项整治行动深

入开展。

据统计，截至 8 月份，南石头街寄

递物流门店共 32 间， 其中纯寄递物流

门店 28 间，寄递物流门店 4 间，寄递物

流 App 内登记从业人员共 626 人。经检

查，暂未发现寄递违禁物品。

当天的会议上，南石头街派出所副

所长强调社区内已有的寄递物流门店

留意寄递物件，实名登记，开箱检查，发

现违禁物品一律上报派出所。 同时，各

社区居委专职留意社区内新增寄递物

流点或写有寄递物流字样的小士多、药

房等，对新增无牌无证不规范的寄递物

流门店及时上报。

开展吸毒人员“大排查”专项行动

为进一步巩固戒毒康复工作成效，

确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澳门回归 20

周年庆祝活动等系列重大活动社会治

安稳定，海珠区禁毒办决定开展吸毒人

员大排查大管控大筛查专项行动。

南石头街道相关领导表示，从 8 月

份开始，南石头街将联合南石头派出所

组织开展全面排查，摸清南石头街社会

面吸毒人员现状，同时安排部署毛发采

集工作， 要求禁毒办各责任人合理分

工，加强与派出所、社区相互协作，提高

对涉毒人员管理的准确性与针对性，对

复吸人员形成强大的威慑力。

南石头街工作人员表示，在这次专

项行动中，注重强化宣传引导，通过安

放禁毒展板、悬挂禁毒标语、向过往群

众发放禁毒宣传资料等方式进行宣传，

向现场群众讲解毒品的种类、危害以及

如何正确辨别毒品，进一步提高群众对

毒品的认知度，同时引导吸毒人员远离

毒品，回归社会。

警银联手开讲座 教你防范非法集资和诈骗

宣传讲座吸引

了 很 多 年 轻 人 参

与。

信息时报记者

卢杰 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杰）

8 月 20

日下午，由南石头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南石头派出所、 工商银行广纸路支

行、 天地荟园区联合举办的防范非法

集资及电信诈骗宣传讲座在广纸天地

荟举行， 园区租户企业代表， 广纸物

业租户企业代表及辖区居民等 20 多

人参加。

现场播放了警方的教育视频，使

群众对防范诈骗和非法集资有了大致

了解。

当天的讲座由南石头街道社区服

务中心主任刘永红主持， 主要分为两

大部分： 第一部分由海珠区反诈中心

郭警官结合多条短片讲解电信诈骗手

法，加强群众的防诈骗意识；第二部分

由工商银行广纸路支行详细解释什么

是非法集资， 分析非法集资案例及参

加非法集资的后果， 当中还穿插了有

奖问答环节。 天地荟园区向每位参加

讲座的人员派发了防范非法集资的宣

传单张及小册子。

讲座上郭警官表示， 去年海珠区

有不少电话诈骗警情， 其实受害人在

日常生活中都接受过预防电话诈骗的

提醒或教育，却没有细心留意。 他提醒

现场观众，这种“不上心”和“不当回

事”的习惯正是容易上当受骗的原因。

据悉， 本次讲座共派发宣传资料

40 多份，播放视频短片 8 条。 会后，观

众们表示，这次的讲座很有用，提高了

大家的防范意识， 并对社会上的一些

新型诈骗有了认识。

废品收购站被清理，两月后悄悄重开

南石头街组织清理证照异常废品收购站行动

街道在城中村

开展综合整治行动。

通讯员供图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杰）

记者从南

石头街办事处获悉，8 月 15 日街道办

事处组织了第六次清理证照异常的废

品收购站行动。

这次清理行动主要对象为泉塘路

18 号废品收购站， 该废品收购站是明

显的“散、乱、污”企业，被省环保厅列

入督办名单之列。 今年 6 月，环监所曾

经对该废品回收站进行了现场清理，

并由所在村社收回经营用地， 但在 8

月上旬， 该站通过他人身份再次承租

泉塘路 18 号，继续经营废品收购站。

经初步核查， 街道发现该废品收

购站不但存在证照异常， 而且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 主要体现在房屋外墙

砌体松散、批荡鼓离、瓦面下挠、砖体

风化和承重墙出现明显的南北走向裂

缝等方面。 为加强综合整治，南石头街

道办事处及南石头派出所、 南石头街

市场监管所联合参与行动， 行动由南

石头街道相关领导带队督办。

执法人员向废品收购站负责人再

次明确禁止继续经营废品收购行为，

同时没收了现场查获的计量用具； 市

场监管所负责核查证照异常情况； 环

保队进行现场断电； 安监中队核查安

全隐患； 城管执法队督促清理； 派出

所全程提供安全保障。 部门各司其

职， 各负其责， 达到标本兼治的良好

效果。

方寸邮票再现

新中国 70周年成就

海珠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巡回邮展在南石头街举行

居民们参观邮展。 通讯员供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杰 ）

方寸

之间，精彩汇聚，共庆华诞，祝福祖

国！ 8 月 12 日上午，“海珠区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巡回邮展”南石头

街站启动仪式在南石头街党群服务

中心四楼举行。

本次活动由海珠区文明办、区

文广旅体局、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主

办，海珠区文联、区邮政、南石头街

道承办，海珠区集邮协会协办。

南石头街党建办负责人和广州

市南区邮政局大客户中心总监黄志

云共同为本次邮展的纪念封揭幕。

启动仪式上， 黄志云向南石头街道

赠送了政务图书。

据悉， 此次活动旨在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展示粤港

澳大湾区风采， 丰富人民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 将集邮文化活动与爱

国主义精神结合， 传承与弘扬区街

的历史文化，为城市发展留下记忆。

本次巡展近 60 框的展品中，

收集了众多的红色革命和国防教育题

材， 以及海珠本地文化、 粤港澳大

湾区等专题邮集。 南石头街道工作

人员表示， 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和人

民群众通过观看邮展， 回顾 70 年

征程， 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