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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李颖 ）

城市因文明而美丽，人民因文明

更幸福。 为进一步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以良好的姿态迎接中央关于全国文

明城市的年度测评，2018 年 12 月 6 日

下午，沙东街道召开沙东街迎接全国文

明城市测评动员会。

沙东街领导，各科室、居委相关负

责人与工作人员， 以及辖内有关学校、

市场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沙东街道办事处主任马东

升主持。 沙东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民传

达了中央、省、市关于 2018 年度测评有

关要求， 对 2018 年版测评体系涉及街

道的 10 大项工作内容变化及前期区测

评发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对下一步工

作进行部署。 王民要求，各线口对照天

河区创文标准文件落实好各项工作。

随后，沙东街道党工委书记杨演锋

针对街道创文工作提出三点意见：一是

进一步提高认识，营造良好的创文迎检

氛围；二是精准对标对表抓落实，全力

以赴迎检创文国检； 三是压实红线责

任，抓好各项重点突出问题的整治。

最后，马东升表示，针对创文工作

的新要求新标准，各部门、居委及相关

责任单位必须高度重视， 严肃对待，把

责任抓实、工作抓细、管理抓精，同时做

好各项创文工作相关台账的整理，以良

好的姿态迎检创文国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

员 刘伟欢 许婷婷）

日前，中共广东五

号空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在园区党员活动室召开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专题

会议。 沙东街道党工委书记杨演锋出

席会议， 并在该党支部开展领学带学

督学活动。五号空间党支部党员、入党

积极分子以及园区内流动党员等共 9

人出席会议。

杨演锋详细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广东的相关情况， 深入解读重要

事项， 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

重要讲话精神的四个工作要求： 一是

深化改革开放， 抓好粤港澳大湾区的

机遇， 高标准建设广东自由贸易试验

区；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挥企业创

新主体作用和市场导向性作用， 加快

建立技术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培

育创新动能，降低运营成本，推动企业

高质量快速发展； 三是提高发展平衡

性跟协调性，推动产业、文化、人才发

展，补足短板；四是加强党的领导和党

的建设，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进

作风建设，整治各种隐形变异“四风”

问题，更好地推动新时代广州发展。

传达完讲话精神后， 杨演锋与在

座的党员及积极分子一起探讨如何结

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的重要讲话

精神推动五号空间党支部建设和开展

党建工作，并提出三点要求：一是紧密

围绕园区特色，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

团结园区企业， 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机遇，推动园区企业高质量发展；二

是紧抓中心工作， 保障落实好基层党

组织规定动作， 进一步在日常工作中

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带头

作用， 让整个园区在党的领导下焕发

活力，发挥创新功能；三是要充分借助

街道党校阵地功能， 发挥园区党员活

动室作用，丰富党支部的组织生活，进

一步提升党员党性修养， 增强党组织

的组织力和战斗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

员 张筠宜）

日前，沙东街道党工委书

记杨演锋到沙东有利集团公司，为机

关支部全体党员、 领导班子成员、各

支部书记上了一堂生动党课。

党课以不忘改革开放初心为主

题，杨演锋全面系统地解读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并结合沙东有利实际进行细致的

讲解，强调沙东有利要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和实力，为地区经济发展创造更

好条件。

杨演锋要求在座党员干部要努

力提高党性修养，对党忠诚，遵规守

纪，切实树牢“四个意识”，增强“四个

自信”， 干干净净做人， 踏踏实实做

事；坚定理想信念，养成洁身自好的

生活作风，做到自重、自警、自省、自

律，心中有党，责任担当，在各自工作

岗位上履职尽责。 通过这节党课，党

员们深刻理解了“不忘改革，开放初

心”的深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

员 杨亚男）

为缓解广州市秋冬季用血

压力， 2018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沙东

街道邀请广州市血液中心采血人员到

辖内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记者了解

到， 本次献血活动设置在沙东街一楼

大厅和会议室内， 沙东街辖内各单位

职工、 社区居民群众， 以及部队官兵

积极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据统计， 现

场累计共采集血液 39600 毫升， 合计

198 人次献血。 当天， 街道还为献血

人员准备了早点和热水。

当天早上 8 点， 献血活动尚未正

式开始， 便有志愿者积极来到活动现

场， 等待抽血。 填表、 测量血压、 采

血……献血活动正式开始后， 各项工

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记者了解到， 此次献血活动得到

了街道办各科室和居委工作人员、 辖

内企业职工、 居民群众的积极支持。

与往年献血活动相比， 参加此次活动

的企业职工明显增多。 这当中， 有多

次参加献血的热心志愿者， 也有首次

献血的新面孔。 其中， 由辖内官兵组

成的整齐的献血志愿者队伍， 格外引

人注意。 这些官兵们身穿军绿色制

服， 有序排队等待。 据了解， 为争取

辖内更多爱心人士参与无偿献血公益

事业， 天平架社区居委会黄玲副主

任、 范屋社区居委会卫生专干于广霞

与辖内部队单位积极联系。 得知该活

动后， 辖内部队单位领导发动几十名

部队官兵到场支持， 参加献血。

献血活动期间， 沙东街道党工委

书记杨演锋、 副调研员宋继巍到场指

导， 沙东街城管科负责人胡波平全程

在现场积极组织协调。

沙东街全力迎接全国文明城市年度测评

动员全员参与共享文明成果

沙东街开展领学带学督学活动

督促企业党支部增强党组织战斗力

送党课进企业 书记带头讲

缓解秋冬用血压力

沙东街198人次

献血 39600 毫升

创文测评工作动员会现场。 通讯员供图

杨演锋为沙东有利党员们上党

课。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