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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城抗疫
成效显著

街道党工委拟获抗疫省级表彰

珠江时报讯（记者/曾蓉通讯员/

吴丽雪）10月9日，记者从广东省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获悉，省委、省政府决定，以

省委、省政府名义表彰一批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涌现出的先进

个人和先进集体，以省委名义表彰

一批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和广东省

先进基层党组织。其中，南海区桂

城街道党工委为广东省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集体拟表彰对象和广东

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

自广东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以来，桂城街道全

面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严格实行

一把手负责制，迅速成立桂城街道

疫情防控指挥部，搭建涵盖20名全

体班子成员、13个专责组、45个社

区的完善缜密的防控工作体系，制

定、出台了132项工作指引，为一线

防控工作指明方向。

工作铺开后，桂城街道仅用2
天时间实现辖内45个社区的24小
时围蔽管理，为阻断疫情蔓延打下

坚实的基础。调度组织近万人参与

联防联控，成功做好辖内3.5万涉

鄂人员、3600多名涉外人员、75名
特定国家人员及国内外疫情重点地

区返抵人员的跟踪管理。在防控工

作中，做好“人”的工作最为重要，桂

城在此次考验中努力化解矛盾，处

处彰显了这座城市的温度。

疫情过后，为了有序推进复产

复学，街道领导挂钩督导复学工作，

累计完成逾万名教职工及学生核酸

检测工作，保障分批分时段返校复

课安全。

此外，桂城街道设立1亿元纾

困基金及专项帮扶资金，出台桂城

“撑企十条”实施细则，2月底实现

1153家“四上”企业和43项省市区

重点项目100%复工，协助1万家企

业申购口罩159万个。统筹推进村

级工业园改造、平安智能社区建设

等工作，探索城乡融合新路径，做到

“两手抓、两不误”，着力推动全街道

经济社会稳步发展。

珠江时报讯（记者/方婷 通

讯员/吴子棋）“根据南海区扫黑

除恶办、南海公安分局发布的涉

黑涉恶线索举报奖励办法，群众

举报黑恶势力最高可奖励多少

万元？”“13万元！”

10月11日，桂城街道在万

达广场开展以防范和打击电信

诈骗、“套路贷”、涉黄等社会治安

和涉黑涉恶问题为主题的宣传

活动，现场群众热烈参与到扫黑

除恶互动问答环节中。当天的

活动还有节目表演、宣传摊位、小

游戏等内容，希望借此提升群众

的防范意识和参与度，共同创造

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桂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麦绍

强参与此次宣传活动。

群众积极参与
凝聚扫黑除恶强大合力

麦绍强要求，公安部门要

以更大的力度、更强的措施和

手段，加大案件侦办力度，坚

决做到打击要狠、打击要准，

不手软、不留情、不袒护、不放

纵，严厉打击涉黑涉恶违法犯

罪行为；各社区要加大线索排

查和治安工作力度，行动要

快、认识要高，坚决做到有黑

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

同时，呼吁人民群众应该积极

配合、主动参与扫黑除恶工

作，敢于维权，敢于发声，敢于

举报，凝聚起扫黑除恶的强大

合力，形成“黑恶势力，人人喊

打”的局面。

活动中，小品表演《隔墙有

诈》给观众直观表现了电信诈骗

的“花式”手段，令人直呼“太狡

猾了”，最终罪犯落网也“大快人

心”。而扫黑除恶互动有奖知识

问答环节也得到市民群众热烈

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总

体目标是2018年打击遏制（治

标）、2019年深挖根治（治根）、

2020年长效常治（治本）是否

正确？”“正确！”主持人的问题还

没读完，观众已迫不及待地回

答。

现场还设置了派出所、桂

城司法所、桂城市场监督管理

所、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

联通、中国农业银行平洲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平洲支行等部门

的宣传和咨询摊位，并设置了

多种小游戏供群众参与，气氛

非常活跃。

完善工作机制
强化精准打击

南海区扫黑除恶办副主

任边志民对桂城街道扫黑除

恶工作表示肯定。他表示，

桂城街道高度重视、高效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其中

大力整治电信诈骗、“套路

贷”及涉黄等扫黑除恶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全区专

项斗争探索了大量的创新实

践和宝贵经验。希望桂城街

道全力以赴、攻坚克难，深入

整治涉黑涉恶涉乱突出问

题，为南海扫黑除恶和平安

建设探索更多可借鉴可推广

的“桂城样本”。

据统计，今年以来桂城街

道共打掉电信网络犯罪团伙5

个，破案81宗，冻结止付资金

案件253宗；破获“套路贷”犯

罪团伙 4个，查封冻结资产约

130万元；打掉涉嫌组织介绍

卖淫团伙 2个。截至今年 10

月，桂城街道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摸排收集到的有效线索191

条，办结191条线索，线索办结

率100%。桂城街道两个派出

所共查处涉恶类团伙案71宗，

涉黑恶案件立案377起，破案

261起，刑拘涉黑恶犯罪嫌疑

人1284人，逮捕634人，查封

冻结扣押涉案资产 5662.76

万元。

下一步，桂城街道将从治

标入手，在深挖整治上动真格，

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防电

信诈骗和“套路贷”的宣传，通

过进一步强化信息互通、协同

作战、情报研判等工作，保持对

挂牌整治的严打高压态势。此

外，一方面将强化精准打击，从

警情特点、作案手段、侵害对象

等要素入手，分类建立档案，每

一宗警情、每一宗案件都要独

立建档，专班研讨。另一方面

还将加强业务培训，多层次培

养业务能手，培养复合型刑侦

人才，提升办案质量，为打击整

治“套路贷”违法犯罪打下坚实

的人才基础。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冬冬

通讯员/杜建新）10月11日，桂

城千灯湖核心的招商宝华村正

式开放城市展厅以及4个回迁

样板房，供村民参观、咨询。展

厅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展示了合

作房企的开发实力、发展历程，

以及宝华村的三旧改造规划与

蓝图。结合附近的万达广场、宜

家家居等大型商业体，未来这里

将打造成一个古典与现代相结

合的居住+商办综合体。

样板房开放
将打造商住综合体

“看着房子感到很满意，希

望能选中自己喜欢的房型和楼

层。”当天，前来参观的村民莲姐

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并在样板房

里来回踱步看了好几次房间和

客厅，研究其布局和朝向。据工

作人员介绍，回迁房分为两期，

届时由村民抽签决定，而宜家家

居与招商置地之间的地块会用

于商业。此次招商宝华共展出

70平方米两房、95平方米三

房、120和160平方米四房这

四个户型的样板房，全是竖厅设

计，且全部户型带双阳台。

此外，当日样板房展示的户

型、装修装饰、材料设备、室内陈设

等非回迁交付标准，最终回迁交付

户型及标准以政府规划批复及签

订的相关协议为准，后续还可能根

据村民反馈意见进行调整。

宝华村占地约 309亩，计

容建筑面积61.81万平方米，

位于桂城千灯湖核心地段，一旁

就是万达广场、新凯广场、宜家

家居等大型商业体。该地段未

来将通过轴线的对应、楼栋的错

位，高低形成的空间疏密变化，

打造一个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

居住+商办综合体。

探索千亩以上
整村改造模式

目前，桂城夏北社区旧村改

造正如火如荼进行。夏北社区

永胜村是“首吃螃蟹”的“第一

村”。2019年初，其成为佛山

首条由村民表决确定合作企业

进行旧村整村改造的村居，随后

也最早在万达广场南侧建设改

造展示馆，并于同年9月向村民

开放，首批展示户型为85平方

米、95平方米、120平方米。

聚龙南、聚龙北两村是目

前夏北社区村改推进较快的代

表。通过建设展示馆，用简洁

明了的方式向村民宣传旧改，

也成为合作开发企业的共同选

择。今年 7月，永胜碧桂园二

期展示馆也开放投用，展示户

型为 125平方米的四房以及

155平方米的五房。

据了解，夏北社区5条村居

共吸引保利、万科、碧桂园等世

界500强企业抢滩，根据此前

披露的初步设计方案，都将依托

村内现有资源进行设计，并有针

对性地保留村内传统建筑。同

时，村内环境将得到进一步提

升，新产业载体的建立也将成为

保障村集体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夏北社区旧村改造探索

的经验基础上，桂城正加快推进

北约、叠南、叠北、夏东等旧村改

造工作。“如今的夏北社区以五

个村小组为单位进行的改造，在

公共设施的布局上还有更大的

提升空间。接下来，我们将探索

推进千亩以上的整村改造模式，

由此实现资源布局的优化与公

共服务的合理配置。”桂城街道

党工委书记麦绍强说。

随着村级工业园改造等一

系列城市更新举措，桂城将致力

打造成为“有故事、有乡愁、有情

怀、有个性、有颜值、有 IP、有税

收”的产业生态社区，实现“先生

态、后生活、再生产”三生相融的

一体化发展。

桂城开展扫黑除恶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

小品表演揭露“花式”电信诈骗

夏北宝华村回迁样板房开放参观
地段位于桂城千灯湖核心，未来将打造成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居住+商办综合体

今年以来桂城街道共打掉电信网络犯

罪团伙5个，破案81宗，冻结止付资

金案件253宗；

破获“套路贷”犯罪团伙4个，查封冻

结资产约130万元；打掉涉嫌组织介

绍卖淫团伙2个；

共查处涉恶类团伙案71宗，涉黑恶

案件立案377起，破案261起，刑拘

涉黑恶犯罪嫌疑人 1284 人，逮捕

634 人，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

5662.76万元。

桂城扫黑除恶数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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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积极参与互动问答、小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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