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秀区委领导到建设街督导安全生产及消防

工作。 通讯员供图

建设街组织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团员到烈士

陵园开展清明祭奠主题党团日活动。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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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看台

中华全国总工会到建设街辖内企业调研时指出：

要加大重点群体维权服务力度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袁琳）

3月2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带队

到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越秀分部走

访调研工会职工之家工作情况并慰问

快递小哥代表。

王东明强调，要突出维护职工劳动

经济权益，高度重视新就业形态群体权

益， 把稳就业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进一步加大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维权

服务力度。

王东明表示，要注重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和问题，

不断探索总结“三个一批”“三方联合调

解中心”“‘法院+工会’ 劳动争议诉调

对接工作室”等经验，做细做实协调劳

动关系三方机制，注重关口前移，善于

发现问题，积极推动解决，把劳动关系

矛盾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以实际行

动把“五个坚决”落到实处，实现维权与

维稳相统一。

王东明强调， 要充分发挥职工书

屋、 电子书屋、 网上工会等平台载体

作用， 为职工群众提供更多高水平的

精神文化服务。 同时， 要加强内地工

会与港澳地区工联会的资源整合、 优

势互补，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职工服务

新机制。

越秀区10个重点建设项目集中开工

全年共安排重点建设项目47个，总投资达219.47亿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姚瑶）

4月15日， 位于越秀区长堤大马

路以北、同庆通津以东地段的金融科技

大厦工地一派忙碌景象，这里正举行越

秀区重点建设项目集中开工推进会，掀

起了越秀区新一轮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的热潮。 越秀区委书记王焕清、区长苏

佩及重点项目负责人出席推进会。

当天现场集中开工项目共10个，总

投资超36亿元。 既有金融科技大厦、广

信江湾新城这样投资大、质量高、效益

好的重大产业项目，也有与完善市政设

施、社会民生息息相关的沙河涌流域排

水单元达标创建试点工程及石室城市

客厅、起义路周边等一批老旧小区微改

造工程。 据介绍，2019年越秀区共安排

重点建设项目47个，总投资达219.47亿

元。

“本次集中开工推进会的召开，不

仅发出了这批重点项目启动的信号弹，

更是吹响了全区重点项目建设的冲锋

号。 ” 王焕清表示，“越秀作为广州的根和

魂，在实现老城市新活力方面，既有优

势，更有责任，应当且必须做出更大作为。”

王焕清强调，越秀区将坚持把重点

项目建设作为实现老城市新活力的主

抓手，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焦现

代服务业这个“主方向”，总结提升“开

办企业最快一天”经验做法，深化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创出审批的

“越秀速度”，形成服务的“越秀样板”，

确保项目施工安全、环保安全，按质如

期建成投产。

越秀区委领导到建设街督导安全生产及消防工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袁琳）

4月4日， 越秀区委

常委、 组织部部长温志文带队到

建设街督导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

工作， 实地检查建设五马路19号

某楼层的“群租房”和建设二马路

东十二街某号楼的“二合一”房，

查看了整体环境、 消防设施配备

等情况。

在东十二街“二合一”房检查

中， 发现存在易燃物及明火等安

全隐患， 温志文提出要清理堆积

易燃物、 提高防火安全意识的整

改要求， 并强调安全生产及消防

安全“重”在预防、“要”在监管，要

牢固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工作理

念，切实加强日常管理，对情况复

杂的事故易发、 高发重点场所和

领域进行反复排查， 形成齐抓安

全、共筑平安的良好态势。 越秀区

政协副主席龚靖、 建设街党工委

书记李嘉斌、 建设街党工委副书

记罗冬英、 建设街武装部部长王

劲参加。

建设街开展清明祭奠主题党团日活动

缅怀先烈 牢记使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袁琳）

4月17日，建设街党

工委组织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团

员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开展“缅

怀先烈 牢记使命”清明祭奠主题

党团日活动。

全体人员通过深切默哀、瞻

仰纪念碑、敬献鲜花，表达对革命

先烈的深切缅怀之情。 支部委员

带领全体党员团员现场重温入党

誓词，牢记对党的承诺。 随后参观

广州近代史博物馆， 重温了广州

起义的光辉历程， 坚定了党员团

员干部勇于担当， 为党的事业砥

砺前行的决心。

建设街党工委书记李嘉斌、

人大工委主任胡道明、 党工委副

书记罗冬英等班子领导、党员、入

党发展对象、 团员青年等30多人

参加了活动。

1.

下级党组织拒不执行或

者擅自改变上级党组织决

定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

责任者，给予（ ）或（ ）

处分。

A.

警告

B.

严重警告

C.

留党察看

D.

开除党籍

正确答案：

AB

答案解析：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 》第六十四条 ：下级党

组织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

变上级党组织决定的，对直

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

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

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2.

下级党组织拒不执行或

者擅自改变上级党组织决

定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

责任者，情节严重的，给予

（ ）处分。

A.

严重警告

B.

撤销党内职务

C.

留党察看

D.

开除党籍

正确答案：

BC

答案解析：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 》第六十四条 ：下级党

组织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

变上级党组织决定的，对直

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

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

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3.

拒不执行党组织的 （ ）

等决定的 ，给予警告 、严重

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

A.

分配

B.

调动

C.

交流

D.

培训

正确答案：

ABC

答案解析：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 》第六十五条 ：拒不执

行党组织的分配、 调动、交

流等决定的， 给予警告、严

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

处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袁琳）

3月26日，越秀区委

常委、 宣传部部长陈晓丹带队到

建设街实地调研和具体指导深化

社区志愿服务行动。

陈晓丹在调研过程中强调，

志愿者服务在选点方面， 要结合

实际情况，做到点、线、面结合，形

成志愿服务声势； 在服务项目方

面， 要重点突出平安建设志愿服

务， 同时整合辖内资源开展特色

服务项目；在活动主体方面，要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 发动居民志愿

参与，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越秀区领导到建设街调研社区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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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区领导到建设街调研社区志愿服务。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