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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如磐 使命必达
—南石头街道深入开展
——
“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卢 杰 ） 为深入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
面提升南石铁军“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的胆气和能力，增强党员干
部干事创业敢担当的精气神，南石头街
开展特色系列活动。

“
苔花”党小组开展学习拓展活动
为进一步拓宽社区党委书记的眼
界思路， 提升基层干部的站位高度，彰
显“头雁效应”，11 月 7 日下午，街道主
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中层干部
及 16 个社区党组织书记 （“ 苔 花 ” 党 小
组 ） 共同参加“放眼高远，初心如磐”学
习拓展活动， 先是参观广州东塔观景
台，让社区党组织书记俯瞰广州和海珠
区的城市建设发展成就，加深对海珠及
南石头地区未来发展的思考，启发基层
干部立足当下，展望明天。
随后一行人来到琶洲人工智能与
数字经济试验区参观学习，听取琶洲管
委会负责人对海珠未来人工智能及数
字经济发展前景的介绍， 并作现场交
流。
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永宏鼓励党员
干部： 基层干部是城市发展的见证者，
更是建设者，我们要对广州和海珠的未
来发展充满信心，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
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头雁效应”，铸造迎
难而上的“南石铁军”，推动街道各项重
点工作落地开花。

街道领导班子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为深化红色基因传承，带领党员干
部忆初心、谈使命，11 月 8 日上午，组织
班子领导成员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党日活动，并邀请区主题教育
第四指导组参加指导。
班子成员先是瞻仰了南石监狱残
墙红色遗址，忆述周文雍、陈铁军等革
命义士顽强斗争、不畏牺牲的共产党人
精神，激励班子成员坚守初心、勇于拼
搏。
随后班子成员围绕几项重点民生
工作开展深入调研，为增进民生福祉建
言献策，先后到南边路“海珠创新湾示
范区”启动点、绿地海 玥 信稳点、南箕涌
明渠调研几项重点工作的进展情况，最
后在纸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观看百年
南石纪录短片，并在纸北社区诚信公园
召开座谈交流会，班子成员结合主题教
育及街道重点工作进行交流， 共述初
心，畅谈理想。
南石头街红色底蕴深厚，历史遗址
分布广泛，现保有南石监狱残墙、华南
防疫给水部遗址、粤港难民纪念园等史
迹建筑。 街道文化站负责人梁志刚介绍
红色遗址情况。

“苔花”党小组开展学习拓展活动。 通讯员供图

为进一步提升地区营商环境，为居
民群众营造良好的就业生活配套，南石
头街加快整合现有村社物业，大力推动
南边路与南泰路、橡胶一厂南厂区升级
改造。 人大南石头工委主任李雪红介绍
南边路
“
海珠创新湾示范区”建设情况。
为解决绿地海 玥 业主维权纠纷问
题， 街道积极为双方搭建沟通平台，协

南石头街召开2019年
经济形势分析会

街道全力打造“城中村”
综合整治创新模式
信息 时 报 讯 （记 者 卢 杰 通 讯 员 陈
敏 仪 ） 记者从南石头街道了解到，2019

年是南石头街进行“城中村”综合整治
的关键性一年，南石头街本着“部门联
动，问题联治”的工作原则，以解决“城
中村” 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为目
标，以“城中村”重点区域涉黑恶专项打
击整治、黄赌毒犯罪专项打击整治等为
主要内容，采用“三化”并举的做法，经
过阶段性的努力， 取得一定的工作成
效。

细化组织架构，建立科学联治机制
4 月 25 日， 南石头街制定 《南石
头街 2019 年“城中村” 综合整治工作
方案》， 成立 2019 年“城中村” 社会
治理行动协调小组， 明确对庄头社区
等六个社区的“城中村” 进行综合整
治。 4 月 29 日进行“城中村” 综合整
治工作部署会议， 要求相关部门依据
职能分工制定具体细化实施方案， 以
“部门联动， 问题联治” 的原则健全完
善长效治理机制， 部署和推动“城中
村” 整治工作。
据介绍， 《工作方案》 共有六大
类十三小类的工作目标， 由相关职能
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完成， 每月由综治
办汇总数据， 确保完成区职能部门交
办的任务。

南石头街开展“城中村”整治行动。 通讯员供图

深化统筹联动，确保综合整治成效
据悉，南石头街共进行了三十多次
“城中村”综合整治，各次行动都取得了
不同的成效。
出租屋专项整治组共核查房屋
2000 多栋，其中核查出租屋 5000 多套，
核查人员信息 8000 多人； 发现安全隐
患 500 多宗， 发出整改告知书 500 多
份，现场整改 50 宗，发出催办租赁通知
书 30 多张，各类宣传单张 4000 多份。
生产经营单位专项整治组发现排

调矛盾解决。 陈志坚副书记介绍相关工
作开展情况。
河涌治理工作是一项重大的民生
工程。 南石头街多举并措推动南箕涌治
理攻坚工作，拆除影响河涌贯通的房屋
16 处，拆除影响南箕涌明渠贯通的房屋
13 处。副主任麦锰锰介绍南箕涌治理阶
段性成效。

查隐患 100 多处；无证照烧烤档专项整
治组共检查十几家无证照餐饮店，共开
具 4 份限期整改通知书、 询问通知书；
“五类车” 查扣专项整治组共查扣 100
多台“五类车”；废品收购站 （点 ） 整治组
对辖内十几处无证或证照异常的废品
收购站 （点 ）进行严肃整顿；
“散乱污”场
所专项整治组对辖区五百多个散乱污
场所进行摸排并处理。 联合执法整治组
于 6 月 5 日上午由党政主要领导带队，
组织联合执法力量到辖区某公司进行
检查，对该公司管理范围内影响珠江堤
防的 100 米围墙进行拆除。

信息时报 讯 （记 者 卢 杰）11 月
7 日，南石头街道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形势政策分析会暨 2019
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街道班子成员、
各科室负责人和各社区书记参加。
会上， 社区中心主任总结了第
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及部署本年
度新增企业工作。 街道相关领导分
析了街道 2019 年经济工作情况，指
出了存在问题， 就下步工作进行了
部署。 街道办事处主任强调：一是既
要坚定信心，也要重视问题；二是要
全面分析形势， 切实增强做好经济
社会各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三是要优化营商环境， 加强企业走
访服务， 抓好重点行业发展， 打造
“一区一谷一湾”创新平台，聚焦新
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确保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 推动南石头街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会议现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