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初，桂城街道党工委

书记麦绍强在“两违”查治调研

工作中提到，桂城街道查治办

将配合街道中心工作，积极推

动重大项目实施，做好叠滘片

区文旅开发改造，将叠南、叠北

纳入“两违”连片整治工作之

中。

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是

桂城街道今年的重大项目之

一。今年，桂城计划启动32个
村级工业园改造项目，确保完

成拆除整理3700亩，力争完

成4500亩，重点推进映月湖

片区、平洲工业园片区、石 片

区的村级工业园改造提升以及

夏北片区整村改造。截至 6
月，桂城街道已完成拆除整理

2017.37亩。

以映月湖片区为例。为

助力“映月新城”规划工作，桂

城街道查治办开展夏东、平北

社区“两违”行为连片整治试点

工作。“夏东及平北社区是‘两

违’行为连片整治示范先行区，

我们已对该区域进行‘两违’行

为案件线索摸查，并将871宗
案件分批分类，移交相关职能

部门进行认定。”邵国康介绍，

桂城街道查治办除了引导违建

事主配合拆除或将违建纳入监

管平台，还结合美丽文明乡村

工程，配合社区开展三清三拆

工作，提高人居环境。“作为乡

村振兴省试点之一，经过整治

后，夏东社区现在是‘一时一

变’，环境越来越好。”

此外，桂城街道查治办

还需配合另一重点片区，

卓成工业园进行升级改

造。卓成工业园位于桂

城东南部原佛山市农科

所地块，属市政府储备

土地，占地面积 432
亩 ，园 区 共 有 厂 企 约

400家，以二手机械、建

筑材料企业为主，其余为

士多、餐饮等“三小”店铺。

园区内大部分历史违建问题

由来已久。目前，桂城街道查

治办已制定相关整治措施，如

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巡查、

出动无人机进行监控、设置查

治“两违”宣传视窗等。桂城

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

任谭日泉表示，将响应上级要

求，今年内配合完成该园区的

升级改造。

邵国康表示，桂城街道查治

办将以强力执法手段促进各职

能部门切实履行查治“两违”职

责，促进村级工业园落后产能加

速淘汰，引导相关责任人主动配

合拆除，达到“拆除一批、监管一

批、提升一批”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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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 关注

由于桂城历史“两违”

行为基数大、涉及面广、整

治难度大，自2019年起，桂

城街道重点推进历史“两

违”监管工作，制定《桂城街

道历史两违行为“（6+1）+
X”监管平台工作实施细则

（试行）》，重点围绕公有物

业、资产、集体用地等开展，

对执法部门移交的289宗

历史“两违”案件分批次处

理，并聘请第三方公司进行

监管，实行“一案一档”，因

地制宜进行指导工作。截

至今年6月，共拆除历史“两

违”81宗，拆除违法建设面

积32.07万平方米；纳入监

管有44宗，共计面积8.87
万平方米。

“去年 9月，城管巡查

发现夏东社区一四层公寓

并未办理报建手续，根据建

成时间属历史“两违”，随即

上报立案。”邵国康说，接到

移交案件后，街道查治办组

织“（6+1）+X”部门对现场

进行检查。经消防部门检

查，该违建事主占用逃生天

面，即天台进行违法搭建，

存在较大的消防安全隐患，

需拆除后才可纳入监管平

台。该公寓占地948平方

米，建筑面积 5225 平方

米，经过相关职能部门提出

整改意见，业主签署不违建

《承诺书》并自行拆除300
平方米楼顶违建。现在，该

建筑已纳入“（6+1）+X”监
管平台。

“成效来之不易，整治

任重道远。目前，我们正对

26宗案件纳入‘（6+1）+X’
监管平台进行攻坚工作。”

邵国康说，将符合条件的历

史“两违”纳入“（6+1）+X”
平台管理，主要起到保障社

会经济有序发展，减少安全

生产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解

除企业主因建筑物是“违

建”问题的思想顾虑，对此

类需依法拆除的历史“两

违”采取“暂不执行拆除”的

办法。

根据相关规定，仍未正

式纳入平台监管的待整改

企业，如逾期未按要求完成

整改，则视为放弃申请监

管，将通过停水停电、拆除

等强制措施进行处理，情节

严重的还将列入信用全链

条失信黑名单，并对“两违”

事主多渠道向社会公示，并

逐级报送至市、省、国家各

级信用网站，在积分入学、

信贷融资、乘坐高铁等方面

都将会受到限制。

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办事处主任岑灼雄要

求，必须从速从严打击“两

违”，各部门、社区要切实带

着责任感、使命感抓好此项

工作，拿出铁腕拆违的态

势，以铁军精神推进“两违”

整治工作。

6月20日下午，桂城街

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

2020年桂城志愿者学院开

学典礼暨“传承美丽乡村文

化 展现文明志愿风尚”桂城

导赏大赛发布会在桂城国际

双创园举行。今年，桂城志愿

者学院课程将升级，推动桂城

志愿服务往品牌化、专业化的

方向发展。

精准服务
志愿学院新升级

在新一届的桂城志愿者

学院开学典礼上，桂城义工联

秘书长林海全致辞，肯定了桂

城志愿者在疫情防控期间所

展现的“责任在肩，勇于担当”

精神面貌，并表示未来将分别

从课程设计精准化、服务参与

多元化、品牌课程数字化这三

方面入手，推动桂城志愿服务

继续往品牌化、专业化的方向

发展。

现场，19名桂城志愿者

学院讲师接受聘任证书。截

至2020年5月底，桂城街道

志愿者学院讲师资源库有49
名讲师登记在册。他们将承

担起2020年桂城志愿者学

院基础、初、中、高级课程的授

课任务，提供应急自护、文化

导赏、城市管理等课程内容。

回顾2019年，桂城志愿

者学院共开展特色志愿课程

近80期，着重围绕“城市管理

与志愿服务”、“共享时代规范

管理与志愿服务”、“居家安全

用药与志愿服务”等志愿服务

主题，形成培训大纲。学院全

年共服务志愿者学员逾

2500人次，服务时数达210
小时。其中，何佩文等六位学

院讲师荣获2019年桂城“优

秀志愿者讲师”。

2020年，学院将结合桂

城志愿服务新特点、新形势，

进一步细化培训对象，调整培

训方案。在现有课程设置的

基础上，把预约课程正式纳入

学院特色课程中，将预约课程

规范化、恒常化；同时结合当

前防疫工作要求，推出线上视

频直播、线下培训和约课到点

的多样化教学形式，让学院课

程普及到更多的社区和志愿

服务队伍中，扩大学院的影响

范围。已在桂城义工联注册

的志愿服务队伍，可提前5个
工作日向桂城志愿者学院申

请，邀约志愿者讲师到团队统

一授课。

全民参与
城市导赏再出发

在共青团桂城街道委员

会和“关爱桂城”建设督导委

员会的指导下，结合桂城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要求，桂

城义工联将着重围绕乡村振

兴、美丽村居等街道重点工

作，联合桂城街道文化推广服

务项目，举办2020年“传承

美丽乡村文化 展现文明志

愿风尚”桂城导赏大赛。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导

赏大赛除了面向青少年志愿

者群体，更是公开面向全社会

各领域的市民开放，让广大市

民在参与比赛的过程中更深

入地了解桂城发展史和乡村

变迁史，增强对桂城的归属

感。同时，主办方希望通过此

次导赏大赛的推广，进一步组

建来自不同领域的志愿服务

团队，深化“全城义工”的城市

氛围，推动桂城志愿服务全民

化、恒常化发展。

文/珠江时报记者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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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桂城街道查治办办公
室，映入眼帘的是一份贴在墙上，
约2米长的《2020年桂城街道
查治“两违”专项工作推进一览
表》，上面列明今年的专项任务总
量，以及完成情况。

“这份表时刻提醒着我们今
年要完成的任务，压实每项工作
按照时间节点推进。”桂城街道查
治办常务副主任邵国康介绍，
2020年，桂城街道查治总任务
量为216.3万平方米，拆除违建
108.15万平方米。上半年，桂城
查治违法建设面积139.73万平
方米，拆除违建134.44万平方
米。下半年，桂城街道将通过三
大措施，最大限度遏制新增、疏解
历史存量。

2020年桂城志愿者学院开学典礼暨桂城导赏大赛举行

志愿者学院课程升级
推动志愿服务发展

1
高分保护线上线人数增长

显著；

2 本科上线率大幅提高；

3
艺术特色再创佳绩：一本上线

68人，本科双上线215人；

4
体育类考生双上线率为

100%；

5

自主招生有新突破，多人

被暨南大学、苏州大学、墨

尔本大学、莫纳什大学等

国内外名校录取。

让每位学生都对未来充满希望
南海执信中学南海执信中学20202020年计划招收年计划招收650650名新生名新生，，共共1616个班个班

南海执信中学高考成绩逐年

稳步提高，实现了高进优出、低进

高出的育人目标。2019年高考，

本科上线357人，本科上线率达

71%。整体呈现出几大特点：

广东省一级学校——南海执信中学创办于2000年 9

月，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西樵山麓，是由中国名校广州市执信

中学参与创办的全寄宿制完全中学。

目前，学校共有在校师生2700余人，教学班58个，拥有

近200亩的广阔空间，校内功能设施齐备、文化底蕴深厚，是

广佛地区一颗教育明星。

学校秉承了广州市执信中学的现代教育理念，以“崇德

瀹智”为校训，以“让每一位学生都对未来充满希望”为育人

理念，将“培养具有担当精神、果敢气概、自信情怀的优秀中

华儿女”作为育人追求。

学校的艺术特色专业课程

经过长期探索，已形成师资强

劲、课程完善、成绩突出的成熟

体系。学生文化课成绩斐然，更

有多项艺术特长。

●传媒艺术课程

（在第二批可填志愿）

2010年9月，南海执信中学

在全省高中阶段首创传媒艺术

课程，包括播音、主持、编导、表演

等专业方向。课程由全国广播

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专家

评委应天常教授、国家一级播音

员韩杰老师等任教。2011年到

2019年，传媒专业学生术考本科

合格率平均在95％以上。

●专业音乐/舞蹈课程

（在第二批可填志愿）

由德国钢琴教育家Frank-

Reich担任音乐总督学，知名大

学音乐教授授课，每年开展大型

音乐艺术活动。课程开设以来，

为许多学生提供了一条通往高

等教育的好路子。2012年至

2019年，高三音乐术科上线率

一直保持100％。

●专业美术课程

（在第二批可填志愿）

学校投资建设了“广州樵山

美术馆”，并与唐人堂美术培训

基地合作，聘请知名院校专家教

授讲课，开设了素描、色彩速写

等专业课程。2010年到2019

年，美术术科本科平均上线率逐

渐提高到91％左右。

多元课程体系 拓宽成才空间

招收650名新生，共16

个班，包括普通文化班、艺术

班（传媒、美术、音乐、舞蹈、

体育）、国际双语班、国际直

通班。

升学成绩突出
打造希望未来

2020年招生计划

“我们日常的工作是到各

社区进行巡查，包括摸查违建

宅基地、巡查是否有新增违建，

督查社区是否按要求上报宅基

地违建等。”邵国康说，针对该

专项整治行动，桂城街道成立

宅基地专项工作小组，采取

“5+2”工作模式，对宅基地“两

违”行为进行快速整治，以查

封、停水停电、暂扣工具、拆除

等措施，制止事主偷建、抢建，

并对违建户进行宣传教育，劝

导他们自行拆除。

去年，桂城街道开展宅基

地违建专项整治行动，其中在

平南、平西、东二、夏西等4个
社区发现有混凝土车为违建宅

基地“供粮”。社区发现后立即

上报，由城管部门对向违建宅

基地提供材料的4辆混凝土车

进行查扣，并对上述4宗案件

的涉案公司作出顶格处罚，共

罚款20万元。

根据整治行动的经验，桂

城街道还创新管理机制：实施

“两违”行为“零报告”和考核制

度；对新增违建房屋取消办理居

住证，违建情节严重者，将纳入

“两违”失信黑名单；对部分社区

设置龙门架、放石墩，限制混凝

土车进入为违建宅基地“供粮”；

对超高违建限制水电；曝光典型

“两违”案例形成震慑力等。

此外，针对已报建的业

主，签订不违建《承诺书》，经济

社、社区签字、盖章后提交至街

道办，由街道建工核实报建情

况。对于合法报建的业主，街

道查治办下发可继续施工《通

知》，经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现场

核查，在社区做好备案后按照

报建标准施工。邵国康介绍，

桂城街道查治办将探索宅基地

“两违”行为的新出路，如对超

高宅基地违建，正在调研兼顾

安全性、公平性、实效性的可行

办法。

除违建宅基地专项整治

外，桂城街道还将公有资产物业

违法用地整治、中小托幼违法用

地整治、危化品违法用地整治等

六大专项行动纳入下半年查治

重点任务中。“去年，我们在整治

平胜社区一处违法用地过程中，

发现违建事主在该违建内放置

了危化气罐，当即上报相关职能

部门进行执法。”邵国康说，接下

来，桂城街道查治办将联合相关

职能部门，有序推进落实各项专

项治理工作。

桂城2020年上半年
“两违”查治工作

纳入监管44宗，

共计面积8.87万平方米。

查治违法建设面积139.73万平方米，

拆除违建134.44万平方米；

已完成村级工业园拆除整理2017.37亩；

共拆除历史“两违”81宗，拆除违法建设面积

32.07万平方米；

连片整治助力村级工业园升级措施1

专项攻坚创新管理机制措施2

措施3

平台监管引入诚信制约手段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丁当

通讯员苏国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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