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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陂政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通讯

员 梁锦键 赖玉珍 ）

为加强安全事故

防范工作， 持续加大社会面火灾防控

工作力度， 全力维护全街消防安全形

势稳定， 4 月 29 日， 车陂街安委办联

合安监中队、 消安办、 社区居委会等

单位对大型商业综合体开展消防安全

专项整治“回头看” 工作。

此次“回头看”工作主要对前期督

查工作中存在隐患的部位进行复查整

改， 同时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新隐患

责令限期整改。 专项活动中，针对安全

逃生通道是否阻塞、 安全标识是否清

晰、应急救援器材是否完善等方面，检

查人员对辖区内东圃摩登城、TIT 广

场、 四季时尚荟等大型商业综合体进

行了检查。

在“回头看”过程中，检查人员发

现部分商业体仍存在消防通道阻塞、

逃生指示标志不清晰、 火灾报警控制

器缺少维保等隐患。 检查人员要求现

场负责人立即整改， 同时要加强消防

设施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 并督促企

业结合自身人员密集特点开展自查自

纠工作、完善台账，引导员工参加安全

培训教育和应急训练， 全面落实消防

安全责任制， 以确保高效处理各项突

发消防事件，提升消防安全保障水平。

此次“回头看”行动共出动 9 人，

开具《现场检查记录》8 份，发现隐患 6

处，现场整改 6 处。 下一步，车陂街继

续加大对辖内大型商业综合体、 专业

市场的检查力度，对拒不整改的场所，

将进一步约谈处理。

车陂街开展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回头看”工作

大型商业综合体现场整改6处隐患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通讯员 高晓

丽）

4月26日下午， 车陂街在车陂经济发

展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车陂街综合

执法大队2018年度总结表彰大会， 对车

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所等7个先进集

体及潘钜生等33名先进个人予以表彰。

会议由车陂街道办事处主任谭峰主

持，车陂街党工委书记曾东标、办事处副

调研员李强、 车陂派出所副所长张光权

出席，车陂街综合执法大队、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安监

中队、劳监中队和各社区居委会等近200

人参加会议。

会议对2018年车陂街综合执法大队

工作进行总结， 并指出存在问题及今年

重点工作。大会宣读了《关于表彰2018年

度综合执法大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

决定》，并由相关领导对受表彰的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颁发证书。

曾东标要求， 车陂街综合执法大队

一要抓队伍建设，树立荣誉感和责任感，

强化作风纪律，强化廉政建设；二要注重

工作实效， 提高巡查效率， 解决实际问

题。 他强调，全体队员要继续发挥“一支

队伍联勤执法”的优势，发挥车陂街执法

队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传统，以

先进为榜样，扎实工作，为圆满完成今年

各项工作任务，建设幸福车陂努力奋斗。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通讯员

刘德根）

4月22日， 车陂街在街道办事

处二楼会议室召开天河区车陂街第一

选区补选天河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中心会场选举大会，共772名选民

参与投票。

车陂街根据法定程序对本次选举

工作周密部署、精心组织、认真实施。

首先， 车陂街组织候选代表人与选民

召开见面会，充分保障选民的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和监督权。 在选举当

天， 选民认真听取工作人员宣读的选

举办法后，投下了庄严而神圣的一票。

投票结束后，在监票人监督下，计

票人认真负责地进行了清点和统计。

最终， 车陂街党工委书记曾东标同志

以771票高票当选天河区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通讯员

尹晓念）

近日，天河区车陂街城管综合

执法大队在巡查整治过程中遭遇暴力

抗法行为。 经辖区派出所介入后，涉事

人员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五天， 该事

件没有发生人员伤亡。

5月3日晚上9时许，车陂街城管综

合执法大队机动三组及路面二、 三分

队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整治占道经营

行为。 执法人员巡查至中山大道中一

大排档时， 发现该店在人行道上搭建

帐篷，摆放桌椅，严重妨碍道路通行，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现场执法人员依法依规， 劝说

店主自行清理占道经营物品， 却遭

到该店两名人员阻挠。 其中一名店主

情绪激动， 手持菜刀进行威胁， 并推

搡、辱骂执法人员。 执法人员一直保持

克制，对其进行普法教育，未果，便报

警处理。

车陂派出所介入后， 以阻碍国家

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行为， 对一名

违法行为人处以行政拘留五天， 对另

一名违法行为人进行教育的行政处

罚。 同时，车陂街城管综合执法大队依

法依规对该占道经营店铺开具责令整

改通知书，暂扣一批桌椅物资。

车陂街补选天河区第九届人大代表

7个先进集体和

33名先进个人获表彰

车陂街表彰综合执法大队先进集

体与个人。 通讯员供图

车陂街近日巡查整治过程中

一店主因阻碍执法被行政拘留五天

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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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5 月 8 日

上午，车陂街广氮社区党委召开专题组

织生活会， 广氮社区驻点团队负责人，

车陂街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谭峰

领学带学，党员们一起学习了《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广氮社区驻点团队成员、广氮社区

党委第一书记张展斯、车陂街党建指导

员杜杰、广氮社区党委书记苏艳凤以及

广氮社区党委党员骨干等参与学习。 会

上，谭峰结合自己岗位工作实际谈了学

习心得和体会，要求街道、社区结合社

区实际工作打造社区特色服务，做好管

理及服务，多办民生实事、好事。

谭峰同时要求各级党支部和全体

党员做好党员榜样，突出党员作用，形

成合力，做好“四服务”，并以这次组

织生活会为契机， 继续深入学习、扩

大学习成效，把各项措施落下去，建设

幸福车陂、打造幸福广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刘德根）

每年端午节期间，丰富多彩的

龙舟民俗文化活动在天河区车陂街轮

番上演。 近年来，车陂街依托“龙舟传

统文化”的特色，以宗祠文化为底色，

让基层社会治理与龙舟文化紧密结

合，充分整合社区资源，形成了以弘扬

龙舟传统文化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的新

局面。

打造龙舟文化展览馆

目前，车陂村依然保留有 30 多处

祠堂、9 大姓氏祖祠， 尤其对典型的传

统民俗龙舟文化保存得十分完好，是

历史文化丰富的古村落。 为了进一步

让传统文化力量助推基层社会治理高

质量发展，车陂村村委投入了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的资金， 打造了广州市首

个以龙舟文化为核心的非遗文化传承

保育文化展览馆———“一水同舟”龙舟

文化展览馆。

2018 年 12 月 18 日， 该馆正式开

门迎客， 把近百年来车陂村属地乃至

整个广府地区的龙舟文化较为系统、

全面地记载在内。 目前，展览馆已开展

了党建活动 3 次、研学活动 6 次、主题

活动 13 次，服务受惠人数有 1010 人。

龙舟凝聚车陂上下强大力量

车陂街积极探索、创新工作，将传

统文化和河涌保护紧密结合。2018 年，

车陂村居民苏志均带头成立车陂龙舟

文化促进会并发起公益项目， 以文化

带动治水，并创建了“车陂文化+公益+

环保+文创”特色品牌，推动家乡河涌

的保护。 车陂龙舟文化促进会还成立

了 3 支志愿服务队，联合车陂街 15 个

社区志愿服务队， 形成了一张广泛的

巡河志愿者网络。

车陂街外来劳务和来穗人员众

多， 人口结构较为复杂， 车陂街依托

“一水同舟”龙舟文化展览馆开展“家

庭教育系列讲座”“公益沙龙分享会”

等活动，丰富来穗人员的业余生活，满

足不同阶层人员的精神需求， 让来穗

人员对龙舟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和进

一步的认识， 也促进了本土居民与来

穗人员积极交流、互动。

每到端午佳节， 车陂村村委会都

会组织以龙会友的相关活动， 通过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积极地把岭

南风情、龙舟文化世代传承。 如今，车

陂的龙舟文化成为车陂村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 是凝聚车陂上下大团

结、大和谐、大发展的精神支柱和重要

支撑。 车陂街将继续弘扬龙舟文化传

统，唱响龙舟文化旋律，助推基层治理

高质量发展。

端午节将至，车陂街将继续弘扬龙舟文化传统，助推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

车陂龙舟文化助推基层社会治理

车陂街组织学习

《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