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洲区打响市容环境整治攻坚战
多管齐下，确保主城区城市环境无死角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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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洲精彩，每天不一样！

香洲观察

香洲区南屏洪湾旧村千余
村民近期变得忙碌，要么忙着
到相邻社区寻找合适居住点，
要么已着手搬家。眼看要暂别
家园，村民张先生心有不舍，却
又充满期待。“已做好为洪湾旧
村改造腾空间的准备，村民们
正齐心协力推进旧村改造”，这
是张先生暂别家园前的告白，
也是大多洪湾旧村村民的共
识。

从引进前期企业到最终确
定实施主体，洪湾旧村改造项
目仅用1年2个月，创造了旧改
推进速度的奇迹。目前，该项
目的房屋面积认定审核工作已
进入尾声，标志着目前居住条
件较为落后的洪湾社区改造正
式进入了快车道。洪湾旧村改
造项目快速推进正是香洲城市
更新步伐进一步加快的一大缩
影，香洲区目前正在全力推进
新一轮旧村改造工作进度，不
少旧村改造项目更新步伐日渐
加快。

1年2个月
洪湾旧村创造旧改推进奇迹

洪湾旧村改造意义非凡，
原地理位置偏僻、经济落后的
南屏镇洪湾村蜕变正蓄势待
发。目前，它已成为是南湾的
中心，直接连接港珠澳大桥，是
展示珠海城市面貌的重要“窗
口”。据南屏镇负责人透露，洪
湾旧村改造项目是珠海市新一
轮旧村改造项目中第一个获得
实施主体地位并进入实施阶段
的旧村改造项目，是香洲旧改
工作的重大突破，标志着南屏
镇已开始蝶变。改造完成后，
洪湾村民将告别传统简陋的旧
房及落后的居住环境，住进舒

适现代并配套完善的新居。
历代洪湾村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及政府的重视促成了奇
迹的诞生。据介绍，洪湾旧村
改造项目从引入前期企业到确
定实施主体，顺利进入实施阶
段，历程仅1年2个月时间，创
造了旧改推进速度的奇迹。
2016年10月18日，洪湾旧村
改造项目引入珠海红湾亿豪置
业有限公司作为前期企业。
2017年9月11日，洪湾旧村改
造项目规划条件完成公示。
2017年12月24日，洪湾村召
开全体股民大会，表决珠海红
湾亿豪置业有限公司作为项目
开发企业、规划方案、拆迁补偿
安置方案，取得所有的表决事
项都获得99.83%产权人表决
同意，无人反对的优异成绩。
2018年1月2日，南屏镇政府

确定珠海红湾亿豪置业有限公
司的项目开发企业资格。2018
年1月4日，红湾亿豪置业有限
公司与红湾股份合作公司签订
集体物业拆迁补偿协议。截止
2018年1月5日，洪湾旧村改
造项目改造范围内97%权益人
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8
年1月12日，香洲区住房和城
市更新局依法确定了珠海红湾
亿豪置业有限公司作为洪湾旧
村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资格。
至今，该项目的房屋面积认定
审核工作已进入尾声，正在完
善更新单元规划方案，洪湾旧
改项目已初步具备动工条件。

重环境、教育提升
村民对改造项目充满期待

审核工作即将结束，意味
着村民暂别家园的日子已进入

倒计时。记者连日来走访发
现，尽管洪湾村民略有不舍，却
对新家园充满期待。年过6旬
的村民张先生表示，盼了一辈
子终于看到了南湾迎来崛起的
时刻。“近期即准备搬家，虽然
很不舍，可想着不久的将来，居
住环境将提升，孩子会有更好
的教育环境，一切都值得。”张
先生肯定地说。

无独有偶，土生土长的村
民李先生对改造项目同样充满
期待。“洪湾片区前景大好，云
集着洪湾互通交通枢纽、洪湾
大桥、洪湾中心渔港等重点工
程，相信开发主体会按高标准
改造洪湾村，为洪湾村民建一
个满意的好家园。”李先生坦
然，旧村项目能加速推进，离不
开村民的齐心团结，项目取得
99.83%的产权人同意，体现了

全体洪湾村民齐心建设美好家
园的决心。

多个旧村项目加速推进
香洲区城市更新步伐进一步
加快

除洪湾旧村改造项目正式
进入快车道外，记者从香洲住
更局获悉，目前香洲多个旧村
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主城区城
市更新步伐有条不紊。

其中，已开工的项目包括
海湾村、沥溪、福溪3个旧村，
海湾村回迁房一期已于2017
年 4 月开展回迁抽签选房工
作，截至目前，共有74户回迁
户完成收楼工作，共计交付
316 套回迁房，交付比例达
88.76%；而沥溪、福溪两个旧
村的村民回迁房已建成封顶，
正在进行室内装修，房屋征收
补偿协议签订工作正在开展。

除此之外，银坑、东桥、上
冲旧村改造项目前期工作已基
本完成。目前，各属地镇街和
企业正抓紧时间加强政策宣
传，积极开展进村入户工作，进
入签约谈判阶段。

而其余旧村项目，水拥坑
村及里神前村均已在2017年
底对前期企业进行公开表决，
均获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
其余旧村项目房屋测绘已基本
完成，各属地镇街正陆续对各
村开展村民房屋面积认定工
作。

香洲区住更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香洲区将继续大
力推进新一轮旧村改造工作进
度，督促协调企业与村民的沟
通，科学指导改造项目开展规
划研究，鼓励并指导具有主动
更新意愿的剩余旧村步入更
新轨道。该负责人同时强调，
旧村改造以村民意愿为主导，
改造过程中利益关系错综复
杂，政府相关部门将严格依法
依规，按照既定的相关程序执
行，最大限度地保障各方的相
关权益。

香洲区市容环境整治攻
坚战打响。连日来，针对主
城区部分区域市容乱象反弹
的问题，香洲区高度重视，迅
速行动，按照“舆论引导、重
拳整治、全员参与、持续巩
固”的原则，全力以赴开展新
一轮市容市貌整治提升攻坚
战、歼灭战、持久战，多管齐
下，确保短时间内扭转主城
区城市环境“脏乱差”局面。

强力动员部署
确保无死角综合整治

攻坚战要打响，重点看行
动。4月10日晚，香洲区召开
全区市容市貌整治工作会议，
传达市委常委会关于加强主
城区环境整治的精神，迅速部
署工作，要求强化属地责任，
全面动员和组织力量广泛参
与。会议要求，镇街党政主要
领导必须亲自部署研究，结合
背街小巷整治、消防隐患治理
等工作，集中精力开展全天
候、全范围、无死角综合整
治。要求区直部门强化责任
担当，区城管、财政等部门在
调动环卫力量、专项采购等方
面明确标准，给予镇街业务指
导；区公安、工商、食药监等部
门加强执法力度，全力配合镇
街开展专项整治。

健全工作机制
划定重点区域层层压实责任

要保证攻坚战效果，必须
责任明确。香洲区迅速制定了
整治攻坚行动方案，实施分区
分类管理，对全区63条道路8
个重点区域划分为严禁区、严
管区和控制区，实行区领导包
干制，并将压力传导至部门、镇
街、社区，按照创文责任链分
工，明确牵头领导、责任部门和
时限要求，突出工作重点和区
域，确保“整治一片，提升一片，
巩固一片”。

突出铁腕治理
严格执法力求实效

据了解，从4月10日起，
香洲区组织区城管局、各镇街、

正方控股等单位出动执法、市
政、环卫、园林等各类人员
2374人次，举一反三、夜以继
日，迅速开展全天候、全范围、
无死角综合整治，坚持垃圾日
产日清，重拳整治脏、乱、差现
象，确保不留死角。对在限定
期限内未整改的采取上限处
罚；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
妨碍公务、暴力抗法的从严处
理。据统计，近期出动执法人
员480次，整治占道经营268
处、农贸市场58次、无照商贩
345宗、露天烧烤98宗、暂扣
三轮车25辆、清理户外广告
28次、重点路段35条。

提升保洁标准
进一步提升环卫水平

在整治各项市容乱象的同

时，香洲区还注意结合打赢“蓝
天保卫战”各项行动，全面落实
18小时环卫保洁清扫制，推动
垃圾全程密封收集运输、无害
化处理，最大程度提升环卫清
洁效率。

据介绍，针对拱北口岸、
吉大、南屏、前山等重点区
域，以及情侣路、迎宾路、人
民路、凤凰路、景山路等重
点路段的集中整治，清扫保
洁力度由日均 3次提升到日
均 5 次，进一步加大道路扬
尘治理力度。

与此同时，针对金鸡路、
屏北二路、海滨路、情侣路
等核心路段实行全天 24 小
时不间断洒水，重点路段洒
水频次由日均 2次提升到日
均5次。

加强全面保障
确保整洁市容得以巩固

要确保整洁市容得以巩固，
资金物资保障不容忽视。记者
了解到，香洲区进一步加强资金
保障，在今年安排区城管局4000
万元装备采购经费的基础上，再
增拨3000万元，并为各镇街、口
岸办安排3300万元机动经费，用
于市容市貌整治。除此之外，将
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形成浓厚
的舆论氛围；还将强化督办力
度，严格根据工作实绩，将各镇
街整治开展情况列入考核，开展
评比；区纪委还将加强监督执纪
问责，区督查督办室、督察中队
每天对各单位落实情况进行专
项督查，每周通报工作进度，确
保各项部署按时保质完成。

记者注意到，4月12日，香洲城
管局正式对外发布市容环境整治提
升行动倡议书，倡议市民积极发扬
主人翁精神，从我做起，从小事做
起，从现在做起，争做城市市容管理
员、环境卫生监督员、文明行为传播
员，打造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具
体有以下三大倡议内容。

一、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
起，积极支持、参与、配合市容环境
秩序整治工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为香洲增光添彩，共同营造整洁有
序的市容环境、文明和谐的生活环
境。

二、自觉遵守城市管理法律法
规，做到不占道经营、不乱设摊点、
不支持机动车乱摆卖、不违法搭建、
不乱贴乱画、不乱设广告、不乱堆杂
物、不乱停共享单车、不随地吐痰、
不乱排污水等，积极争当遵章守法
的模范市民。

三、主动劝阻和举报损害市容
秩序的违法行为，着力营造人人美
化市容环境、全民参与整治市容秩
序的良好氛围，让我们城市更加整
洁有序，更加舒适亮丽。

香洲区发布市容环境整治

提升行动倡议书

呼吁市民共同
参与攻坚战

打好蓝天保卫战，香洲区全员
在行动。根据市、区蓝天保卫攻坚
战行动相关会议精神，香洲区积极
推进道路清扫保洁、洒水抑尘、工地
整治、泥头车洒漏、整治城区内违法
燃煤等多项工作，通过部门联动，追
本溯源，强化执法，长效管控等综合
措施，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据统计，在洒水抑尘上，3月30
日以来，香洲共出动道路洒水2208
车 次 ；洒 水 降 尘 面 积 共 计 约
314719021.4 平方米；绿化喷淋共
1123车次。执法上，香洲区进一步
加大对市容环境，施工现场进出车
辆带泥污染道路，餐饮服务业违规
使用燃煤，露天焚烧、烧烤、喷涂等
重点区域和重点违法行为的整治力
度。3月30日以来，共核查商铺、三
小场所3750家，发现违规燃烧蜂窝
煤等364宗，查处占到经营烧烤等
75家，处理烧烤炉、煤炉354个，蜂
窝煤20674多个，责令工地规范围
闭3宗，开展泥头车检查22次。在
建工地巡查抑尘治霾工作上，香洲
区加强对城管局在建项目工地的检
查，至今共出动113人次对童心路、
暨大珠海校区南门市政道路、兴国
街、二十四小道路、红宝路、中铁诺
德国际花园等在建工程现场进行检
查，发现问题工地9个，责令工地规
范围挡，整治工作初见成效。

除各主管部门外，各镇街也积
极参与到蓝天保卫战中。作为重点
整治区域，吉大街道和前山街道重
拳出击。据统计，从3月30日至4
月9日，吉大街道共出动1121人次，
排查了4086家餐饮服务单位及出
租屋，没收烧烤炉和煤炉共94个、蜂
窝煤7735个；检查建筑工地及闲置
地数量122次（处），督促各工地及闲
置地覆盖裸土或洒水降尘共计面积
14291平方米。而前山街道则重点
做好在建工地进行巡查，出动61人
次，检查建筑工地数量26个，督促覆
盖裸露土3.4万平方米；开展泥头车
检查20次，查处违规泥头车6宗，道
路洒水共出动46车次，洒水降尘面
积共计约3万平方米，绿化喷淋42
次。对前山片区南沙湾泵站旁的黄
土裸露问题，前山街道主动出资对
裸土进行平整，种植草皮，安装洒水
喷淋系统进行降尘。

保卫“珠海蓝”
香洲全员在行动

香洲区城市更新步伐进一步加快

南屏洪湾旧村将迎来蝶变

洪湾村改造效果图。

连日来，香洲区全力以赴开展新一轮市容市貌整治提升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