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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政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通讯员

徐秋萍）

为贯彻落实上级领导批示指示

精神，深刻汲取“3·21”江苏响水特大爆

炸事故、“3·30” 四川凉山森林火灾教

训，近日，石牌街道办事处全面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抓实抓细抓常，严防各

类安全事故发生。

落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职责

在全国“两会” 期间、 清明节前，

石牌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旭光、 办事处

主任潘海彪主持召开两次会议， 传达

市政府应急管理和区委书记林道平重

点工作会议精神， 布置街道重点工作，

要求各科室、 线口汲取事故教训， 严

控安全风险； 落实主体责任， 加大执

法力度； 围绕危险化学品、 消防、 在

建工地、 大型综合体、 烟花爆竹、 物

流快递企业等重点行业领域薄弱环节，

深入开展排查整治， 完善闭环管理机

制。

在综治方面， 石牌街道办事处联

合天河区住建局、 区民宗局、 区教育

局、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召开多

次协调会， 解决各类社会矛盾， 防范

化解公共安全风险。 清明节前， 天河

区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李军初、 区民

宗局局长钟敏到石牌街道辖内宗教点

检查。

3月至4月5日， 石牌街综治科组织

天河交警大队、石牌派出所、石牌街执

法队、五类车专项整治小组开展“五类

车”整治行动9次，出动执法人员113余

人次，查扣“五类车”车辆165辆，继续加

强城中村综合治理工作。

严抓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

在重点行业领域， 石牌街严抓危

化品、 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和农贸市

场等区域， 开展专项行动。

3月22日， 石牌街安委办、 安监中

队参加天河区安全生产紧急工作会议，

认真学习“3·21” 爆炸事故的教训。

会后， 石牌街安监中队、 各社区居委

会立即加大执法巡查和宣传教育力度，

严抓危化品企业、 烟花爆竹重点行业

领域安全监管， 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 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实

行每日一报。 行动共出动检查人员50

人次， 检查企业15家次， 发出 《危化

品企业消防安全警示告知函》 10份。

清明节前， 石牌街消安办联合区

消防大队、 区市场监管局、 石牌消防

中队、 石牌工商所、 石牌派出所等部

门对农贸市场开展清明节前检查， 重

点排查消防、 烟花爆竹隐患， 出动检

查人员38人次， 检查场所12家次， 整

改隐患5处。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

舒曼 通讯员 张小权 ）

为

贯彻落实市、区相关会议

精神，进一步做好迎接巩

固国家卫生城市省级检

查工作，近日，石牌街落

实做好巩卫迎检各项工

作。

首先，石牌街组织相

关科室、各社区召开迎接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省级

检查工作动员会议，传达

市、 区相关工作要求，要

求相关科室、各社区要充

分认识巩卫工作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抓住当前巩

卫工作的短板， 突出重

点，集中力量攻坚，进一

步分解细化工作目标，责

任到科室、到社区、到个

人，全力完成巩卫迎检任

务。

其次，石牌街通过张

贴宣传海报、派发宣传资

料、 举办宣传活动等形

式， 进一步加大宣传力

度，分层次、多渠道地向

市民进行广泛宣传，引导

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巩卫

迎检行动。 其中，石牌街

共计悬挂横幅25条，张贴

宣传海报276张， 发放宣

传资料1100多份。

同时，石牌街认真对

照薄弱环节，对辖内的城

中村、社区、农贸市场、公

共场所、 医疗机构、“五

小”行业、建设工地等重

点场所开展专项整治，及

时发现问题，及时落实整

改，确保迎检工作顺利完

成。

信息时报讯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

者 吴多）

在 2018 年广州市纪委监委、

广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弘扬广

州好家风” 短视频征选中， 经过 10 多

万的网络投票， 短视频 《对国忠心 坚

守本心》 跻身前十。 短视频 《对国忠

心 坚守本心》 用 2 分钟拍摄出一个大

家庭的浩然正气与好家风在祖孙三代

间的传承。 近日， 记者走近短视频中

的女主人公李睿以及她所在的天河区

税务局， 了解视频背后的好家风故事。

视频展现 “战斗英雄” 家庭的

家风传承

天河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副调研

员李睿是视频中的女主人公， 也是

“战斗英雄” 麦贤得的儿媳， 丈夫麦海

彬和她一样都是公务员， 儿子则在天

河一所中学就读。 短视频中的故事都

是发生在他们一家三口身上的真实经

历。 她清楚地记得， 当时读小学的儿

子在拒绝朋友考试传小抄的要求后很

不安， 满腹心事地找她诉说 ， 担心

“这样做影响了同学的友谊”。 “作弊

是一件不守纪律、 可耻的事， 你拒绝

他是在帮助他。” 李睿及时给了儿子支

持， 让他学会明辨事理。 这件小事被

李睿记在心里， 成了短视频创作的素

材。 “我和丈夫在工作中也会遇到被

人用金钱、 交情寻求开方便之门的情

况。” 李睿告诉记者， 面对这样的情

况， 他们的回答从来都是“不”， 因为

清正廉洁、 秉公办事才是他们的本心，

更是他们的家风。

提起她的家公麦贤得和家婆李玉

枝， 人们都知道这对模范夫妻的故事。

“钢铁战士” 麦贤得身负重伤浴血战

斗、 “中国好人” 李玉枝精心照顾英

雄丈夫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 短视频

《对国忠心 坚守本心》 的片名正源自

麦贤得对晚辈的谆谆教诲。 “视频里

家公说的‘你要对国忠心， 坚守本心’

这句话并不是准备好的。” 李睿解释，

家公是一个精忠报国的军人， 常常把

“为人民服务” “保家卫国” 挂在嘴

边， 即使在和平年代也不改初心， 一

家人也都谨记于心。 “儿子幼儿园的

时候， 我给他讲家公脑浆流出仍坚持

战斗的故事， 当知道这样的英雄事迹

就发生在自己的爷爷身上时， 儿子眼

里都噙满了泪水。” 李睿说， 家公不仅

影响了她这一代， 更是儿子心目中的

榜样， 儿子做什么都想着不能给爷爷

丢人， 特别上进。

主人公好家风： 严律己、 勤学

习、 孝长辈

严以律己、 终身学习和孝敬老人

是李睿总结的家风。 她和丈夫都出身

在军人家庭， 也都在部队生活工作过，

即使转变身份成为税务工作者， 身上

都还保留着军人严于律己的传统。 家

公麦贤得对李睿的影响很大， 她给记

者讲起两个细节， “尽管行动有些不

便， 每次家公喝完水都会把杯子放归

原处； 给小学生赠书法作品， 他也总

是写到满意才停下， 有时一写就是一

个下午。” 耳濡目染之下， 李睿对工作

总是秉持严谨认真的态度。 她来到天

河区税务局的时间并不算长， 却从不

因为自己是新人而放低要求， “力求

落实， 尽量做好” 是她的行事风格。

当了 20 多年兵， 刚来单位时， 李睿对

税务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 一开始觉

得压力很大， 为了尽快适应新的工作

岗位， 晚上儿子做作业的时候， 她就

在书房陪着看书。 “儿子觉得很纳闷，

我就告诉他学习是一辈子的事。 即使

是走出校园参加工作， 没有所谓的期

中期末考试， 也不能放松学习。 你看

爷爷在家里也总爱看看书、 练练字，

虽然不是什么高深的书， 但他总能静

得下心。” 李睿说， 儿子最崇拜爷爷，

爷爷的言传身教最为管用。

8 月 6 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从李

睿嫁到麦家， 每年的这一天， 包括家

公兄弟姐妹在内的整个大家族都要聚

在一起为家公庆生。 “这一天其实并

不是家公的生日。” 李睿告诉记者， 老

一辈多用农历记生日， 到后来也不记

得是哪一天， 家婆就把这个意义非凡

的日子定为家公的生日， 算是一种

“新生”。 如今， 李睿一家三口在广州

工作生活， 家公家婆远在汕头， 但到

了这一天， 全家都会请假回老家， 雷

打不动、 风雨无阻。 就像视频里所拍

的， 现在， 一通视频电话是他们进行

感情交流的主要方式。 李睿介绍， 儿

子从小跟在爷爷奶奶身边， 祖孙感情

很深， 在广州总惦念要给爷爷奶奶打

电话、 通视频， 问问“身体好不好呀”

“最近学了什么呀”， “家婆之前不会

用手机， 还是儿子在边上手把手教的，

对老人格外有耐心。” 李睿认为， 尊老

敬老并不是一种刻意为之的意识， 而

是亲情自然而然的流露， 一个好的家

风背后一定是一个有爱的家庭。

石牌街道加强安全风险防范

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抓实抓细抓常，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广州好家风人物

英雄家庭三代人的“赤子心”石牌街落实

巩卫迎检工作

广州好家风人物李睿。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莫伟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