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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力行知行合一

此次“我为群众办实事”集

中推进活动，是南海区镇村三级

党组织、党员为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的总动员。根据工作安排，各

级党员、干部要深入基层群众、

生产一线、服务对象，围绕道路

交通安全、老旧小区改造、垃圾

分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开展

专题调研，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操

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除了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

村（社区）倾听民声、收集民意，

南海还发布了首批“我为群众

办实事”区级工作项目清单。

这批项目主要是涉及群众切身

利益的一些事项，譬如新冠疫

苗接种、公立医院刷身份证核

验健康码、老旧小区改造等群

众普遍关心的“急难愁盼”问

题均被纳入其中。

此外，区委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办公室还将每季度发布一

批新项目，年底也会对项目完成

情况进行一次检查，督促各镇街

各部门切切实实为群众办实事。

与此同时，南海区还发布了

“我为群众办实事”问题需求收

集平台，依托该平台及时收集群

众诉求，将实现 24 小时不打烊

为民服务。

群众“点单”党政“买单”

为了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细

微处感受到城市的温暖，南海将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

民生需求为导向，提供“菜单式”

服务，广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

南海区专门针对群众身边和

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急难愁盼”

微实事，建立了“民生微实事”

专项经费保障机制，拿出 1.5 亿

元财政资金，每个村（社区）有

50 万元左右的支持经费，实现群

众“点单”，党委政府来“买单”，

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取得实效。

4 月 27 日，南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集

中推进活动，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闫昊波带头，全区各级

领导干部分别深入挂钩联系村（社区），进村入户倾听、收集

群众的问题诉求、意见建议，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细微处感

受到城市的温暖。当日，南海还发布了首批“我为群众办实事”

区级工作项目清单，涵盖了卫生健康、教育、就业、食品安全、

政务服务等多个重点民生领域，合计 20 件民生实事。

要通过办好民生实事，让党史学习教育“飞入寻常百姓家”。

学党史办实事，落脚点就是要扎扎实实为群众解决好身边的问题。

各级党员干部要坚持学史力行，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群众办实

事的具体行动。基层党委政府、党员要带好头，多替群众着想，多

倾听群众的诉求，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实际问题。

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闫昊波：

南海区“我为群众办实事”区级工作项目（首批）

区卫生健康局

●打造“免疫盾牌”，疫苗接种凸
显南海速度

安全有序推进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

工作，从 3 月份 16 家常用指定新冠疫

苗接种点、全区日最大接种能力 7000

剂次，提升至 37 家接种点、全区日均

服务能力达到 8.9 万 ~9.9 万剂次。

●打通“绿色通道”，老年医学科
融入南海大爱

6 月底前，全区二级以上公立综合

医院均挂牌成立老年医学科，对老年人

实施分流诊治，建立老年人就医绿色通

道，安排专职医务人员为老年人提供就

医指引和综合诊治。

●打破老年人“数字鸿沟”，身份
证验码加速南海便利

针对老年人（及或其他人群）进入

医疗机构时对线上“健康码”查验服务

的操作困难，6 月底前，全区 15 家公

立医院入口配置健康码核验一体机，通

过刷身份证核验健康码。

区教育局

●部门联动关爱帮扶重点学生
开展全区中小学重点关爱学生排

查，4 月建立“一人一档一策”，制定

校内外跟进辅导措施或协助家长转介就

医，4 月至 6 月开展对有需要政府帮扶

需求的家庭的关爱行动。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就在南海 人社撑你”2021 年
南海区稳就业行动

职惠 +：将2021年 7月确定为“我

为群众办实事”专题就业服务月，针对

重点就业群体举办 9 场专场招聘会。年

底前完成 1.06 万名南海户籍应届高校

毕业生就业跟踪服务工作，举办“直播

带岗”活动 9场。

创就 +：组织开展 2021 年“谁是

创业 +”创新创业大赛，在全区乃至全

市内形成以双创带动就业和经济发展的

示范效应。

政当 +：开展稳就业政策线下宣讲

活动。

技能 +：全力推进“职业技能提

升”“技能人才队伍培育”两大行动。

年底前开展各类补贴性技能培训超 1 万

人次。

园梦 +：实施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拓展计划，举办“人力资源服务月”系

列活动。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程
2021 年 5 月启动，计划用三年时

间（2021~2023 年）完成全区不少于

85 个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其中 2021 年

完成不少于 32 个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区政数局

●推广智能政务服务模式
在区、镇（街道）行政服务中心及

合作银行网点铺设一批智能柜台，上半

年推出第一批 29 个智能审批事项，10

月底前推出第二批，实现秒报秒批。

5月底前完成“南海通”APP 政务

服务专区升级，推广普及电子表单、电

子证照、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等便民服

务应用。

区民政局

●向困难群众提供临时救助
为南海辖区内户籍居民和已办理区

内居住证的非户籍居民“因遭遇了火灾、

交通事故或其他突发状况”“家庭成员

罹患重病或特殊疾病”或“因其他原因

造成暂时生活困难”且符合救助条件的

困难群众，提供不低于 2 个月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的救助。

●殡葬基本服务费用减免
对南海区户籍人口和在南海区办

理居住证满半年的非户籍人口中去世人

员，全面实行殡葬基本服务费用免除政

策。在规定的项目和标准范围内免除遗

体接运、基本火化、遗体存放、骨灰存

放、告别厅租用等 7 项殡葬基本服务费

用，每宗综合最高可免除 1440 元。

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老旧小区改造
对全区7个镇（街道）内72个（共

23610户）城镇老旧小区进行改造提升，

重点包括老旧小区内的道路、供排水、

供电、供气、绿化、照明、围墙、垃圾

储运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

2021 年 9 月底前完工 11551 户，2021

年 6 月开工 12059 户。

区农业农村局

●农村“三线”整治项目
全区	222	个村（村改居社区）弱

电线路按统一规范标准实行“一村一设

计”，逐步推进全区村（居）通信线路

集中整治改造工作，切实解决弱电线路

违章乱拉乱挂、捆扎搭挂、走线混乱等

安全隐患问题。预计 2021 年完成 56

个示范村类村（居）整治任务，2022

年完成非示范村类村（居）整治任务。

●深化“厕所革命”
提升改造 235 个各类农村公厕，

其中包括建成 10 座示范文明公厕。每

季度最少完成 60个农村公厕改造。

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全面推进南海区水环境综合治理
2021 年底前新增建设污水管网

300 公里，完成第一批高质量推进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完成对九江镇、丹

灶镇、里水镇城镇污水处理厂扩容，基

本完成北村水系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

目管网建设任务。年底启动官山水系、

解放水系、良安水系、红星运河水系等

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区交通运输局

●实施交通“短平快”项目
编制新一轮交通“短平快”治理方

案，完成东平路与华翠南路、海三路

与灯湖东路口、海三路与锦园路口、

佛山一环与佛平路、黄海路与鄱阳路、

海北大道与沙面横路、海北大道与三

乡路路口交通改善等 7 个交通综合治

理改善项目。	

●文华北路北延线工程
抓紧完成路基工程、沥桂大桥工程、

沥桂大桥北引桥、城南立交等工程，力

争于 2021 年 7 月 1日建成通车。

南海公安分局

●便利老年人办理出入境证件
2021 年 4 月完成出入境管理大队

办证大厅配置新型健康防疫检验设备，

为申请人（特别是老年人）提供刷身份

证显示健康码服务；全区出入境管理部

门为老人提供绿色办证通道，设置 8 个

老年人专窗。

●实施主干道交叉口信号灯“绿波”
协调控制

针对桂澜路、桂和路、佛平路、广

佛路等主干道，利用智能交通信号控制

系统，实现上述道路平峰期交叉口信号

灯“绿波”协调控制，提高驾驶员通行

效率，减少停车次数。

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旅体局）

●智慧图书馆向基层延伸
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向基层延伸，

为群众提供环境更好、更便民、服务更

优质的智慧图书馆，进一步提高群众阅

读质量。2021年建成智慧图书馆25个。

区城管局

●“增绿添园”项目
充分利用街旁路旁村边的边角地、

闲置地等新增建设一批休闲娱乐小公

园或口袋公园，提升改造现有的村居

公园；利用水系碧道建设增加慢行道

串联沿线公园景点。2021 年完成不少

于 6 个小公园建设改造。

区科学技术局

●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上线运行 , 解
决企业难题

搭建线上线下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实现区内创新平台科技资源整合和企业

技术需求发布；举办“企业走进院所，

院所深入企业”等技术对接交流活动，

多渠道、全方位、及时为企业提出需求

解决方案；开展政策宣讲、技术经理人

培训等活动，做好企业的贴心科技“保

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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