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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机构改革这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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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调整详情

党
委
机
构2. 区委办公室（与区政府办公室合署办公）

改革要点   将档案行政职能、外事工作职责划入区委办公室。

加挂牌子 

不再保留与档案馆合并设立的区档案局；不再保留区外事侨务局。

区委政策研究室
区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区国家保密局）
区委机要局（区密码管理局）
区档案局

1. 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机关

改革要点 

不再保留区监察局。

整合监察职责、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反腐
败相关职责，组建区监察委员会，同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
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

3. 区委组织部

改革要点   

加挂牌子 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区委老干部局
区公务员局
区委组织部统一管理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统一管理公
务员工作。

4. 区委宣传部（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合署办公）

改革要点   

加挂牌子 

不再保留区文化体育局。

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区新闻出版局（区版权局）
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将新闻出版、电影管理职责划入区委宣传部。将文化、广播电视、
旅游和体育管理职责等整合，组建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6. 区委政法委员会
改革要点   

不再设立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区委维护稳定工作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不再保留区社会工作委员会。

将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区委维护稳定工作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职责交由区委政法委员会承担；将区委防
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职责交由区委政法委
员会、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承担。

7. 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改革要点   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改为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归

口区委组织部管理。

8. 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改革要点   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

事机构。

5. 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改革要点   

加挂牌子 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区台港澳事务局
区侨务局
将侨务管理职责划入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2. 区教育局

7. 区财政局

8.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5. 区民政局

3. 区科学技术局
改革要点 将科技管理和信息产业管理职责，外国专家管理职责整

合，组建区科学技术局。

6. 区司法局
改革要点 整合司法、法制工作职责，重新组建区司法局。

不再保留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

4. 区经济促进局
改革要点 在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的经济贸易职责基础上，组建区经

济促进局。

9. 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改革要点

加挂牌子

将住房和城乡建设、水行政管理、水利建设、人民防空、
防震减灾和给排水管理职责等整合，组建区住房城乡建
设和水利局。

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区城市更新局

10. 区交通运输局

改革要点

加挂牌子

将城市道路、轨道交通建设管理职责，以及相关机构承
担的路政管理行政职能划入区交通运输局。

区轨道交通局

不再保留区农林渔业局。

11. 区农业农村局

改革要点

加挂牌子

将农业、渔业、畜牧兽医、农村工作等职责，农业投资项目、
农田整治项目和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管理职责等整合，组
建区农业农村局。

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不再保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12. 区卫生健康局

改革要点

加挂牌子

将区卫生和计划生育职责、老龄工作职责、职业安全健
康监督管理职责等整合，组建区卫生健康局。

区中医药局

1. 区发展和改革局

改革要点
加挂牌子

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区域协调、产业协调、
城乡统筹、经济体制改革、固定资产投资、重点项目、能源、
粮食、价格管理等职责，组织实施重要物资和应急储备
物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职责，以及有关电力能源管理、
节能管理职责等整合，组建区发展和改革局。

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政
府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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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区审计局
改革要点 将重大项目稽察职责，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

他财政收支情况的监督检查职责，以及国有企
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和国有企业监事会职
责等划入区审计局。

16. 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改革要点 将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更名为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局，由挂靠区财政局管理调整为区政府工作部门。

17.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加挂牌子

改革要点

区知识产权局

将专利管理职责和价格监督检查职责等划入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

不再保留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

18. 区统计局
改革要点 在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的统计管理职责基础上，

组建区统计局。

19. 区信访局
改革要点 将区信访局由在区委政法委员会挂牌调整为区政

府工作部门。

20.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改革要点 将数据统筹管理、电子政务等职责，公共资源交

易管理职责，以及相关机构的政务服务管理、政
务数据资源管理利用职责等整合，组建区政务服
务数据管理局，统一负责政务服务管理、“互联
网 + 政务服务”、政务数据管理、公共资源交易
管理等工作。

不再保留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1.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改革要点 将市政公用、市容环卫、园林绿化、城市管理执

法及考评考核、数字化城市管理等相关职责，相
关机构承担的与城市管理密切相关、需要纳入统
一管理的公共空间秩序管理有关职责等整合，组
建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不再保留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14. 区应急管理局
改革要点 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应急管理职责，消

防管理职责，救灾职责，地质灾害防治、水旱
灾害防治、震灾应急救援职责，森林防火职责，
以及相关机构的防汛防旱防风、减灾、抗震救
灾、森林防火等指挥部（委员会）的职责等整合，
组建区应急管理局，按中央有关改革部署实施。

13.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改革要点 将退役军人优抚安置职责、军官转业安置职责

以及军队有关职责等整合，组建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按中央有关改革部署实施。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戴欢婷

基层党建走进城市商务楼宇
承业大厦党委围绕“企业发展促党建、搞好党建促发展”，发挥党组织作用，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楼宇党建不仅是城市基层党建的
重要领域，也是基层党建推动城市发
展、引领城市发展的新路子。

承业大厦位于广东金融高新区核
心区，目前进驻单位 53 家，另有 29
支基金租赁席位注册落户，大厦办公

人员约 700 人，其中党员 120 余人，
广泛分布在机关事业单位、公有企业、
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等，由于单位性质、
所在行业、工作重点等的不同，单位
之间、各类党组织之间、党员之间都
比较少互动交流，有的党组织组织生

活不正常、党员教育管理不到位，还
有过半数的党员没有归口党支部管理。

为此，2018 年 8 月， 经 批 准
成立承业大厦党委，统筹管理大厦
内的各类党组织和党员，没有纳入
党委直接管理的党组织，也同时纳

入共建共筑范畴，共同开展党组织
活动，共享党建资源，共同营造楼
宇文化，统一教育管理党员等。党
委设委员 9 名，其中书记 1 名、副
书记 3 名，委员中包括 2 名“两新”
组织党支部书记。

承业大厦党委的成立使得大厦
内的党组织体系初步健全，为更好
地凝聚党员群众、提升党组织组织
力，承业大厦党委以党群服务中心
建设为切入点，以服务企业、服务
党员、服务员工为着力点，将党建
工作、行政事务、社会管理三项职
能有机融合，深入推进“党务进楼
宇、政务进楼宇、社务进楼宇”，
打通楼宇内部企业之间、党组织之
间、党员群众之间，以及楼宇与楼
宇之间的融合渠道，提升城市基层
党的组织和工作的有效覆盖。

过去一年里，承业大厦党委进

行了 5 次调研，征集承业大厦内外
企业、党员、群众的服务需求和对
党群服务中心的意见建议，同时结
合承业大厦入驻单位以金融投资行
业为主、工作人员以青年为主的特
点，一方面理顺管理关系，明确服
务对象，另一方面精准打造“三张
清单”服务项目，完成 19 项目需
求清单，53 项资源清单，根据需求
清单及资源清单整合形成 20 余项
项目清单。

例如，针对一些白领青年工作
经验相对欠缺、思想不稳定、专业
技能不足等问题，承业大厦党委发

挥党员在企业发展中的先锋模范作
用，积极开展“党员带动青年—五
帮带”活动，通过一心一意带思想、
一丝不苟带技能、全神贯注带安全、
真抓实干带作风、百花齐放带业绩，
推动青年白领向党员学习、向党组
织靠拢，提升思想素质和业务本领，
共同探索“信用为本，跨界融合”
的金融创新发展之路，打造南海的
金融品牌、城市品牌，更好地服务
实体经济发展。

此外，承业大厦党群服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若楼宇的党员群众
有其他需求，随时可以到前台或者微

信公众号上进行反馈，服务中心将安
排专人跟进落实。资源清单目前有 53
项资源，其中包括承业、益禾公司的
保障性及租赁性住房政策咨询、区金
融办的防范金融风险的宣讲等资源。

目前，承业大厦党群服务中心
已有二十多个项目在开展，如每季
度开展的新时代楼宇大讲堂、每月
开展的读书分享会，每季度开展的
创业沙龙等等。每月初，党群服务
中心将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当月的
活动计划，并通过微信公众号、短
信以及纸质通知等方式，向楼宇的
党员群众公开计划内容。

“通过提供学习培训、政策宣
讲、法律支持、自助政务等服务，我
们加强了大厦内各企业、各类党组织
的互联互动，把党员和群众初步发动
了起来，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贯彻到楼宇经济发展的各
个方面。”承业大厦党群服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这让承业大厦成为党
建引领发展的示范。

2018 年，大厦党委及各级党组
织共计开展帮带活动 176 余次；区公
资办到金控系统开展驻班制直联 29
次；大厦党委已有 19 名党员建立联
系群众任务，已完成走访 120 户、服
务群众时长 65 小时；此外，由党委
牵头联合开展组织生活 5 次，各党组
织打破企业、支部的界限，发挥不同
基层组织和党员优势、特长，共享各
方党建资源和社会资源。

可以说，把党组织建在楼宇内，
是填补城市基层党建的“空白点”，
实现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加强
党员教育管理、提升党组织组织力的
一种全新探索。

接下来，承业大厦党委将继续
深化打造“三张清单”服务项目；充
分运用和展示全区的党建探索成果，
利用“新时代南海家书”、城市形象
宣传片等，向党员群众宣传南海的历
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夯实楼
宇群众基础，做到对楼宇内企业、员
工的联系全覆盖，把党建引领体现到
楼宇文化建设和楼宇内企业发展的方
方面面。

公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两新”组织共驻共建

清单管理提供定制化服务

积极探索
商务楼宇党建新路径

承业大厦是南海区楼宇党建试点单位，在承业大厦设立党委、建设党群服务中心，是南海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体制机制创新、组织设置创新、方式方法创新，构建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探索，一方面，致力于打破传统线性管理思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聚合资源，促进各领域党组织互联互动、优势互补，更好地服务群众。

承业大厦党委积极推进“党建进楼宇、政务进楼宇、社务进楼宇”，在占地 600 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设立了图书驿站、多功能会议室、谈心谈话室、金领之家、党
史走廊等 13 个功能室，提供“清单式”“套餐式”服务，涵盖红色党建、金领提升、便民服务三大功能，是承业大厦党委开展党建工作、服务党员群众的主阵地。据统计，
自成立以来，承业大厦党委共组织开展党建活动 10 余次、参与人数逾 700 人次，充分凝聚了楼宇内党组织和党员的力量，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承业大厦党委开展“迎新春，颂廉洁”写春联活动。

承业大厦党委

承业大厦（超甲级写字

楼）位于广东金融高新区核

心区，进驻单位 50 多家，

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公有企

业、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等。

承业大厦党委成立于 2018

年 8月，目前下设 1个党总

支、5个党支部，管理服务

党员 100多名。 

文/珠江时报记者 梁雅诗
通讯员/梁霞 钟长华

     2 月 18 日，南海区委召开十三届七次全会，贯彻落实省委批准的《佛山市南
海区机构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对全区深化机构改革工作进行动员
部署，南海区机构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2019 年 3月底前基本完成

改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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