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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无小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敏）

为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弘扬党的优良传

统，激发广大党员不忘初心、勇于担当，

4月24日， 沙东街道党校在一楼会议室

举办“弘扬红船精神、传承初心使命”专

题党课。 街道党工委主要领导出席，街

道在编在职党员、街机关、村公司、社区、

两新组织等党组织书记共约90人参加。

此次党课邀请沙东街街人大工委

主任刘军授课。 课上， 刘军以 《弘扬

“红船精神” 传承初心使命》 为主题，

深入浅出讲解了红船精神的历史概况，

论述了红船精神的历史内涵， 剖析了

红船精神的时代意义， 阐释了红船精

神的初心使命， 系统阐述了“红船精

神” 中蕴含的开天辟地、 敢为人先的

首创精神， 坚定理想、 百折不挠的奋

斗精神和立党为公、 忠诚为民的奉献

精神。 刘军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 旁

征博引， 谈古论今， 课件内容翔实、

事例清晰、 立意深刻， 受到了听课党

员干部的一致好评。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民强调，要坚

持弘扬“红船精神”，不忘初心，始终保

持共产党人的首创精神、 奋斗精神、奉

献精神，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以党建为引领、创新

基层治理，扎实推进沙东街党建工作和

惠民服务，促进沙东街共建共治共享社

会治理格局迈上新台阶，再上新水平。

沙东街道办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这

次专题党课，进一步强化沙东街党员干

部使命感和责任感，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沙东街举办专题党课

“弘扬红船精神 传承初心使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

敏 通讯员 吴钰）

旧楼该不该

新装电梯？ 该如何装？ 近日，记

者获悉， 沙东街陶庄社区通过

协商议事会议帮助居民顺利推

进旧楼加装电梯事宜， 获得辖

内居民好评。

自 2014 年起，侨乐街 100

号的居民们就想着组织楼层的

业主一起商量安装电梯的事

了。

“我们一栋楼 32 户人家，

家里有 50 岁以上老人的有 21

户。 我亲眼看到患有腿疾的老

人家们提着米有上下楼， 行动

非常不便，上气不接下气。 ”居

民钟女士说。为此她主动牵头，

成立了电梯筹建小组。

但是， 旧楼加装电梯涉及

该楼各户利益， 加装电梯事宜

多且杂， 居民们都各有见解。

“加装电梯并非易事，即使是简

单的问题， 居民楼里的人也都

看法不一，如果想统一意见，真

的需要有人协助。”居民陈先生

感叹道。

为此， 陶庄社区居委会为

邀请侨乐街 20 号楼的业主、社

区律师等多方人士就加装电梯

事宜举行了现场见证协商议事

会议。

会议当天， 陶庄社区居委

会召集侨乐街 20 号楼共有 35

单元业主代表参加出席， 到会

25 户， 另有 10 户业主因故未

能出席或以委托其他业主代

为表达意见。 经过会议

的政策宣传、沟通协调，

达成了相关共识。

“开完会，我们楼的电梯加

装就很顺利。”居民吴小姐赞叹

道。据了解，在陶庄社区的协助

下，100 号的业主们顺利完成

电梯加装事宜。 如今，100 号的

居民们已经顺利使用上了新电

梯。

100 号的业主们顺利完成

电梯加装对居住在侨乐小区的

其他居民来说是个鼓励， 不少

居民楼也陆续开始了加装电梯

事宜。目前陶庄社区已有 13 栋

住宅居民楼提出了加装电梯的

意愿， 其中 2 栋已完成加装工

作，1 栋完成审批、准备施工。

据介绍， 今年以来， 陶庄

社区积极响应上级部门号召，

坚持以法制为依托、 以党建为

引领、 以自治为基础加强和完

善社区治理， 有效提升社区治

理能力和为民服务效率。 陶庄

社区居委会主任、 社区党总支

书记何倩文表示， 虽然每个楼

栋的目的都是实现加装电梯，

但每个楼栋需要解决的问题各

有不同， 社区充分征求楼道居

民的意见， 通过民主协商， 积

极沟通， 希望最终能够让电梯

的安装顺利进行下去。

为居民早日

坐上电梯

而努力。

沙东街召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宣传工作会议。 通讯员供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敏

通讯员 李颖 ）

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

略部署， 是新时代做好“三农”

工作的总抓手。 日前， 沙东街

机关支部召开党员大会， 对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宣传布置

工作。

会上发放了广州市及天河

区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宣 传

册———《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大

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重点解

读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

包括：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

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五个

振兴” 是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 组织振

兴。 明确了“三步走” 的时间

表。 其中， 天河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三年行动计划 （2018-

2020 年） 重点工作任务： 一是

注重建设生态宜居， 提升村改

居社区人居生活环境品质； 二

是聚焦实现产业兴旺、

生活富裕， 推动天河区

域融合协调发展； 三是

围绕推进乡风文明、 治

理有效， 不断创新村改

制公司基层治理体系。

会议强调， 要持续

强化村改制公司党组织

的领导核心地位， 推进

党组织标准化建设， 健

全完善村改制公司民主

监督民主议事制度， 打

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坚强战斗堡垒。

据悉， 优秀乡村文

化是现代农民的精神家

园， 是乡村文明的根与

魂。 培养文明乡风、 良

好家风、 淳朴民风， 不

断提升村民精神面貌， 努力提

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把工作

重心聚焦到乡村振兴、 社会综

合治理、 环境保护、 美丽乡村

建设， 推进村改制公司集体物

业升级改造， 发展村公司集体

经济上来。

社区议事会帮忙

居民楼加装电梯

在陶庄社区协助下， 侨乐街100号

的业主们顺利完成电梯加装

沙东街召开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宣传工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