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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区委领导到沙东街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和新春慰问

安全检查抓落实

新春慰问送关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

讯员 李颖 ）

为保证春节期间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平稳， 2019年新春期

间， 天河区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陈

晓晖带队到沙东街开展安全检查及

慰问活动。 沙东街党工委书记杨演

锋、 办事处主任马东升、 沙东街党

工委副书记王民陪同。

在广园中综合市场， 陈晓晖一

行着重了解了市场消防安全、 货源

供应及商品质量情况。 陈晓晖要

求， 要切实把好食品市场准入关，

杜绝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 为老百

姓提供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随后， 陈晓晖一行来到天平架

装饰材料城， 与市场负责人进行详

细交谈， 深入了解市场安全生产情

况、 消防器材配备情况， 并实地察

看了市场微型消防站的建设情况。

陈晓晖要求企业要落实好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 及时消除一切潜在的隐

患， 坚决防范和有效遏制事故发

生， 确保市场安全生产形势的稳

定。

最后， 陈晓晖一行对辖内困难

好人陈大明及老党员吕兆瑞进行走

访慰问， 给他们送去节日的关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

讯员 范加丽）

为压实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深入开展，日前，天河区纪

委监委第五派驻纪检组组长甘霖带

队， 天河区纪委监委第五派驻纪检

组赵立友、 区委组织部王嘉健到沙

东街开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领导班子、处级干部年度考核工

作。 沙东街在职在编人员、各居委会

主任、 下属事业单位负责人共44人

参加会议。

会议由甘霖主持， 主要为听取

情况汇报、民主评议两项议程。 首先

由沙东街党工委书记、 人大工委主

任杨演锋代表党工委领导班子汇报

2018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情况， 并就街道2018年度工作作

简要汇报。 随后， 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 纪工委书记王民就街道2018年

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情况

进行汇报。 汇报结束后，检查组对沙

东街2018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要求全

街党员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政治站

位，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学习领

会党的十九大关于推进新时代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决策部

署， 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履行好“一岗双责”，用党的建设

引领带动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在民主评议环节， 参会人员对

沙东街道党工委、 纪工委落实主体

责任、监督责任，以及班子成员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情况进行民主评议；

对沙东街领导班子和处级干部开展

民主测评、 党工委班子及成员抓基

层党建工作进行评议。 考核工作愈

发细致严格， 释放全面从严治党强

烈信号， 沙东街将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 把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各项重要方针政策的有力推手，发

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

讯员 范加丽）

2月19日下午，沙东街

召开党工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九届

区纪委四次全会精神， 街道领导班

子成员、中层干部、村改制公司、各

社区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沙东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纪工委书记王民传达学习十九届中

央纪委三次全会、 十二届省纪委四

次全会和十一届市纪委五次全会主

要精神以及九届区纪委四次全会精

神。

王民强调， 街属各部门、 各社

区、村公司要深入学习领会、准确把

握全会精神，严守政治纪律，在重大

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 立场坚

定、旗帜鲜明，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

首要位置，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带头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

不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从严

治党的战略部署； 要自觉遵守党章

党规党纪，严防“四风”反弹回潮；要

适应新时代新要求， 从严从实加强

自身建设， 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

的良好政治生态。

沙东街道党工委书记杨演锋对

学习贯彻九届区纪委四次全会精神

提出四点要求：一是抓好学习宣传。

全街党员、 全体干部职工要提高政

治站位，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是抓

好廉政建设。 要以学习贯彻全会精

神为契机，进一步筑牢“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的思想防线；三是抓

好作风建设。 要把全会精神贯彻到

工作和生活中， 落实到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事、做好事上；四是抓好工

作落实。 在担当履职上下真功夫，敢

于担当，主动作为，确保新的一年展

现新作为、工作出新出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刘伟

欢）

日前，沙东街严格按照区纪委、区委组织

部相关工作要求，召开 2018 年度领导班子民

主生活会。天河区纪委赵立友到会指导工作，

沙东街道党工委书记、 人大工委主任杨演锋

主持会议。

杨演锋首先通报了上年度民主生活会及

巡视整改暨全面彻底肃清李嘉、 万庆良恶劣

影响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整改措施落实的简要

情况、会前征求意见情况及会前准备情况，并

代表领导班子作对照检查发言， 紧扣民主生

活会主题，认真查找在思想政治、精神状态、

工作作风等 3 个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深

入分析问题存在原因，提出整改措施。随后杨

演锋带头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 主动接受班

子成员的批评意见。 其他班子成员依次作个

人对照检查发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赵立友对沙东街本次民主生活会的开展

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

会前征求意见广泛，对照材料剖析深刻，相互

批评辣味十足， 对照问题制定的整改措施务

实管用，达到了民主生活会的目的、要求和效

果，此次民主生活会开得扎实、到位、成功；下

一步， 希望沙东街领导班子能够对照问题制

定好整改清单，紧抓落实整改。

最后，杨演锋代表街道党工委表态，日后

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

领一切工作， 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贯彻落

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在把广东建成向世

界展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窗口”和“示范区”进程中多作贡献，

全力发扬“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实干精神助推

改革发展再上新阶段。

沙东街召开2018年度

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建设风清气正沙东

沙东街传达学习九届区纪委四次全会精神

沙东街召开

2018

年度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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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区委领导检查天平架装饰材料城微型

消防站建设情况。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