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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街道完成这些民生实事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杰）一直以来，南石头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坚持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019 年，南石头街道以 10 件民生
实事为抓手，积极推动民生难题解决，截至目前，已完成项目 6 件，4 件正在积极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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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服务中心建成启用

2019 年 6 月 29 日，南石头街党群服
务中心正式启用。 中心位于地铁广佛线
燕岗站 B 出口上盖，楼高四层，总面积约
2700 平方米。
中心共分 18 个功能区， 集党务服务、
政务办公、红色教育、文娱休闲等功能于
一体，首创
“游园式”政务服务体验，在各
楼层安装了政务排号显示屏， 让来办理
业务的党员群众可分流至各楼层游览体
验红色南石历史展厅、党群活动区、阅览
室等区域，有效缓解政务大厅人流压力，
为党员群众提供多元的公共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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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南石头街禁毒办在南泰路南
石西新一街 8 号重新选址配套新的社
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站，工作站于 8 月
成功装修并投入使用，成功创建了广州
市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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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石头街党群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信息时报 记者 卢杰 摄

福南新街微改造见成效

福南新街小区位于泉塘社区，是典
型的老旧宿舍聚集区， 由于缺少维修，
导致居民在用水、用气、网络、出行等诸
多方面都存在一定困难。 自从微改造项
目完工后，多个问题得到解决，获得街
坊们的一致赞扬。
据悉，福南新街微改造是一项兼顾
“里子”、“面子”的惠民工程。 既按规定
完成好立面、天面、路面、门窗、三线等
的改造任务， 又通过与水务、 通讯、燃
气、住建系统强化合作，发动热心企业
针对性捐资、逐户上门过细开展群众工
作等，较好解决了长期困扰小区居民的

福南新街环境越来越美。
信息时报 记者 卢杰 摄

用水难问题，解决全部困难居民燃气入
户问题，攻坚完成 28 号楼加装电梯、机
电研究所宿舍楼引入物业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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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基建新村基建一街的路口设置岗
亭，订立车辆进入守则。 自此，让居民们
忧心了 10 多年的车辆乱停放问题终于
有了解决办法。

全面推动监察职能向社区延伸

积极推动监察职能向社区延伸工
作向纵深发展。 研究制定《南石头街社
区监察职能向社区延伸工作方案》，从
16 个社区居委会的专职工作人员中遴
选 6 名能力强、党性高的同志担任监察
站长，配强监察工作尖兵队伍，推动监
察职能向社区延伸工作在 16 个社区全
面落地。

免费派送到户 贴近居民生活
帮你精准锁定南石头消费人群

今年以来社区监察站共发现问题
线索 12 条， 组织座谈学习会 18 次，开
展谈话提醒 271 人。 今年 2 月市委在南
石头街组织召开现场会，5 月市纪委刘
连生同志到南石头街作专题调研，7 月
广东省纪委监委组织部到南石头街作
专题调研，对南石头街监察职能向社区
延伸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招商热线：
020-34323160
13926188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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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辖区内的保利花园、顺意花
园、邓岗小区、广纸小区已完成楼层撤
桶、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 对于行动
不便或长期患病的居民住户，则由物业
管理公司核对后，继续对应上门收集生
活垃圾，其他居民住户则自行前往定点
投放点。 垃圾分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专业社工和居家养老服务深入推进

今年，南石头街专业社工站和居家
养老综合服务平台注重在政府民政兜
底服务方面下力气，主要做法有：一是
保障专业社工全覆盖，做到一社区一社
工对接，社工形成常态化进驻社区的工
作制度， 让社工更多掌握社区情况，第
一时间跟进服务；二是社工服务更多关

基建新村岗亭让居民安心。
信息时报 记者 卢杰 摄

得感和幸福感。
据悉，2018-2019 年发出街道备案
77 梯， 其中 2018 年 31 梯，2019 年 46
梯；取得《特种设备使用证》24 梯，其中
2018 年 9 梯，2019 年 15 梯； 截至 2019
年已领取加装电梯财政补贴经费 7 梯。

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

今年以来，南石头街道以党建引领
为核心，通过入户宣传、楼层撤桶、“桶
长”站岗等方式，多措并举有序推进垃
圾分类工作。 今年 9 月，南石头街道全
面铺开楼层撤桶行动，将摆放在小区公
共楼道内的生活垃圾收集桶撤走，并安
排工作人员重新粉刷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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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站共四层半，总面积 450 平方
米，内设多个功能室，包括禁毒教育宣
传展厅、多功能会 议 室 、设备 室 、档 案
室、体检室、谈话室等。 这样的硬件在海
珠区也是名列前茅。

全面做好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工作

为全面做好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工
作，南石头街道制定了《南石头街老旧
小区住宅加装电梯三年工作方案》，成
立领导小组，明确职能分工，简化审批
流程，持续推进南石头街老旧小区住宅
加装电梯工作，不断增强辖内居民的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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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建新村整治车辆乱停放
基建新村是翠城社区辖内一个老
旧小区，由于建设时间较早，仅有一横
两纵的干道，且没有停车位。 由于历史
原因，基建新村内没有物业，缺乏管理，
干道上经常停满私家车，为居民出行造
成极大不便。
今年 5 月，为推进车辆乱停放问题
解决，由南石头街道党工委牵头联系了
海珠区交警，街道城管、安监、执法队，
以及基建新村原相关公司的相关负责
人共同协商处理，对乱停放行为开展专
项治理行动，效果获得街坊称赞。 6 月下
旬，翠城社区党委通过“翠城生活理事
会”平台积极发挥协商作用，协调相关

创建广州市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示范点

注问题青少年和独居、高龄长者个别化
需求，制定
“同心社”情绪辅导计划、
“福
在南石”长者支援计划；三是选优配强
社区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在日间托
老、生活照料、助餐配餐、康复护理等方
面进行更多宣传和服务体验，让更多辖
区长者能享受政府服务和惠民政策。

梅州敬里村精准扶贫显成效

2019 年， 南石头街道帮扶梅州市
大埔县敬里村工作队， 以党建为抓手，
引领新时期扶贫共建工作。 截至 2019
年完成全部 66 户 128 人建档立卡贫困
户和相对贫困村退出任务，实现脱贫率
100%的目标。 三年多来共投入帮扶资
金 440.35 万元； 全村贫困人口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已由 2015 年的 3672 元增
长到 2019 年的 12524 元。 继续落实和
推进党的基层组织三年行动计划，进一
步提升村“两委”干部和支部党员干部
的综合素质；加大入党积极分子和后备
干部的培养力度；投入 4.5 万元完善党
建广场的建设，目前已建成使用。

10 积极协调纸厂肉菜市场租户搬迁
由于历史原因，纸南社区辖内的纸
厂肉菜市场存在部分违法建筑，需依法
进行拆除。 南石头街道积极协调相关
方，尽量减少对商户的影响。
12月10日，街道召开协调会，明确
由街道相关领导牵头， 城管科负责协

调， 形成初步搬迁方案并推进推进拆
违、搬迁工作实施。 广纸物业公司及海
珠区蔬菜公司分别负责相关工作内容，
保证搬迁顺利开展； 南石头街执法队、
南石头市场监管所各司其职，共同推进
拆迁及商户搬迁工作。

社区里的奇事怪事开心事，街坊中的名人达人好心人，请告诉我们。
报料电话 ：020-34323010，343213152 或 扫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