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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黎

婉颖）

7月26日～31日， 建设街领导班子率

领街党政办、社会事务管理科、退役军人服

务站、综治科、城管科等科室负责人，分别

走访慰问越秀区武装部、 广东省军区第四

干部休养所、南部战区联勤部保障分队、广

州军区善后办警卫连、 广州军区善后办车

队和公安厅武警中队等7家单位。

通过慰问活动， 街道与部队单位加深

了彼此之间的了解，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

资源共享，促进共同进步，让双拥共建工作

更上一个台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

员 黎婉颖 ）

今年6月30日是第10个

“广东扶贫济困日”。 7月23日，建设街

举行2019年扶贫济困表彰暨爱心捐赠

活动，建设街辖内爱心企业、爱心人士

纷纷解囊相助， 活动当天共接收捐赠

金额11.666万元。 建设街人大工委主

要领导及街道办事处领导， 辖内党代

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各爱心企

业和爱心人士代表参加了活动。

一直以来， 建设街非常重视扶贫

工作。 建设街党工委、办事处、慈善会

与商会联合倡议全街党政机关、 企事

业单位、 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积极捐款， 凝聚爱心为贫困户和

贫困人口定向认捐。活动当天，共接收

捐赠金额11.666万元。 其中，广州市八

达工程有限公司、 商信保安服务有限

公司分别捐款3万元，爱心人士杨四海

捐款2万元。 据了解，本次活动筹集的

捐款将全部用于东西部协作、 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任务和深化“羊城慈善为

民行”相关慈善项目。

据悉， 根据定点精准扶贫工作的

安排， 建设街道办事处定点帮扶清远

市清新区浸潭镇根竹坑村， 开展精准

扶贫、 脱贫工作。 在两年的帮扶工作

中，建设街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各方资

源，积沙成塔、集腋成裘，从落实帮扶

政策改善贫困户民生入手， 力求真正

做到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至2018年

底，全村脱贫贫困户总数为72户214人

（除一户一人为

2018

年

7

月动态管理新

纳入低保户外）

，脱贫率为99%。

建设街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建

设街精准扶贫工作将继续以“结合新

农村建设、打造一村一品牌，发展农村

致富产业”为重心，扎实推进各项精准

扶贫工作。 其中， 将通过加大技能培

训、岗前培训、就业指导等形式，增强

贫困户造血脱贫能力， 从根本上解决

贫困户中40户有劳动能力贫困户家庭

增收问题，真正实现有稳定收入、有稳

定保障、有稳定方向的长效脱贫机制。

同时， 结合省扶贫开发考核办法的要

求， 对根竹坑村19个村小组的基础设

施环境进行全面整治， 完成整洁村全

覆盖，并正在马坝、马东、新屋等自然

村推进新农村示范村建设工作， 逐步

提升乡村环境面貌。

建设街召开

2019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暨下半年工作形势分析会。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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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违反干

部选拔任用规定，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

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 （ ）或 （

）处分。

A.警告 B.严重警告

C.撤销党内职务 D.留党察看

正确答案：

AB

答案解析：《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七十三条：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

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 对直接责任

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

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

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违反干

部选拔任用规定，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

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 （ ）或 （

）处分。

A.

警告

B.

严重警告

C.

撤销党内职务

D.

留党察看

正确答案：

CD

答案解析：《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七十三条：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

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 对直接责任

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

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

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

在干部、职工的录用、考核、职务

晋升、职称评定和征兵、安置复转军人

等工作中，隐瞒、歪曲事实真相，或者利

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违反有关规

定为本人或者其他人谋取利益的，给予

（ ）或（ ）处分。

A.警告 B.严重警告

C.撤销党内职务 D.留党察看

正确答案：

AB

答案解析：《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七十四条： 在干部、 职工的录用、考

核、职务晋升、职称评定和征兵、安置复

转军人等工作中，隐瞒、歪曲事实真相，

或者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违反

有关规定为本人或者其他人谋取利益

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

较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

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

处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黎婉颖 ）

为查找和分析当前存在的主

要困难和问题，商讨和确定下半年重点

工作举措，7月底，建设街召开2019年上

半年工作总结暨下半年工作形势分析

会，回顾总结了今年上半年工作并安排

部署下半年工作任务，动员干部职工进

一步统一思想，干事创业，努力开创各

项工作新局面。

会上，建设街综治科、城管科、民政

科、安监中队、经济办、出管中心、大马

路社区、中马路社区、黄华塘社区分别

就上半年重点工作进行汇报，对各项重

点工作的基本情况、 存在的困难问题、

下一步工作措施等进行了认真分析研

究，各线分管领导进行补充点评并提出

工作安排和要求。

建设街党工委书记李嘉斌总结时

提出，要做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

治守初心、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

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要旗帜鲜明

讲政治、持之以恒抓纪律、不折不扣抓

落实；要聚焦大学习大讨论、聚焦创品

牌、聚焦困难群体、聚焦环境提升、聚焦

信访维稳和平安创建、 聚焦经济发展、

聚焦党建和纪律教育等工作。 上半年，

全街总体发展形势良好，大家要树立信

心，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进

一步采取扎实有效措施，确保全面完成

今年工作目标任务。

建设街召开2019年上半年工作总结暨下半年工作形势分析会

干事创业敢担当 为民服务解难题

建设街举行2019年扶贫济困表彰暨爱心捐赠活动

爱心企业爱心人士解囊济困扶贫

家园快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到建设街调研

7月26日上午， 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课题组到建设街开展养老

服务调研，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

心常务副主任贡森一行前往建设

街长者综合服务中心实地考察医

养结合工作。课题组成员对建设街

医养结合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一

致认为长者综合服务中心提供的

服务接地气、惠民生，与当前长者

的需求高度契合。

越秀区委到建设街督导综治维稳

8月8日，越秀区委副书记李世

通到建设街督导综治维稳， 强调

要强化认识，主动作为，聚焦重点

难点，优化防控机制，密切街所联

动，凝聚多元矛盾纠纷化解的最大

合力；创新综治抓手，培树精品特

色， 全面提升群防共治品牌影响，

全力确保辖内平安稳定。

越秀区人大常委会到建设街检查指导工作

8月14日， 越秀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邱少民带队到建设街检查

指导工作， 详细了解人大代表之

家及代表联络站工作情况并查阅

相关台账， 强调要规范化街道人

大工委建设，进一步做好代表进社

区等各项活动；充分发挥人大监督

作用， 切实帮助选民解决实际问

题；更好履行人大代表职责，为街

道各项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建设街定点帮扶清远市清新区

浸潭镇根竹坑村。 通讯员供图

建设街走访慰问部队单位

廉政问答

信息时报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黎婉颖

建设街举行

2019

年扶贫济困表

彰暨爱心捐赠活动。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