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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主题教育“两新”巡回指导组考察粤华伟业公司

开展交流 指导主题教育工作

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实

习生 朱绮琳 通讯员 黎婉颖 李

美红）

10 月 24 日， 广州市委主

题教育“两新”巡回指导组到广

州粤华物业有限公司党总支调

研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开展。 越秀区委组织

部、越秀区“两新”组织党委、建

设街党工委领导及工作人员参

加，越秀区“两新”组织党委还

邀请了 2 位非公企业党组织书

记参加这次工作交流。

首先， 广州粤华物业有限

公司党总支书记曲以江， 带领

大家实地参观了解粤海集团大

厦的党建氛围和广州粤华物业

有限公司的党建情况， 接着通

过召开座谈会的形式开展工作

交流。

紧接着， 曲以江详细地汇

报了广州粤华物业有限公司党

总支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的情况及下一阶

段的工作计划。 区委组织部领

导肯定了他们开展主题教育

的工作情况， 并向市委巡回

指导组汇报越秀区主题教育

工作的相关部署和检视整改

情况，区“两新”组织党委、建

设街党工委领导分别在座谈

会上作交流发言。

市委主题教育“两新”巡回

指导组领导表示， 越秀区对工

作要求把握准确、 工作思路

清晰， 认为广州粤华物业有

限公司党总支党建工作有特

色、有亮点。 强调各级组织要

紧扣市委关于主题教育的要

求，进行亮点梳理，及时宣传

总结，把主题教育贯穿始终，

确保主题教育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

广州市委主题教育“两新”巡回指导组到广州粤华物业有限公司党总支调研指导“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 通讯员供图

广物控股集团

入围 2019年两大“中国 500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实习生

朱绮琳 通讯员 黎婉颖 李美红 ）

8 月

30 日~9 月 1 日，2019 中国 500 强企业

高峰论坛在济南举办， 中国企业联合

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了 2019 年中

国企业 500 强、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中国 100

大跨国公司名单及其分析报告， 并首

次发布了 2019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

领军企业 100 强榜单及其分析报告。

记者从会上获悉， 广东省广物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 4,388,406 万元营业收入

位列“2019 中国企业 500 强” 第 390

位， 位列“2019 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第 138 位。

本次论坛是中国企业联合会、中

国企业家协会 2002 年以来连续第 18

年举办，以"新使命、新动能、新突破：大

变局中的大企业发展"为主题，旨在通

过展示建国 70 周年大企业发展的成

就， 引导我国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深入

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带来的

机遇和挑战， 交流探讨加快培育发展

新动能、扎实做强做优、争创世界一流

的实践经验， 实现企业竞争力和发展

质量新突破。

据悉，2019 年以中国企业 500 强

为代表的我国大企业（

包含港台企业

）

入围世界 500 强的数量首次居于首

位，突显在世界大企业中的地位。

建设街商会举办主题教育活动

讨论发展模式

打开振兴新思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实习生

朱绮琳 通讯员 黎婉颖 李美红）

为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10

月 22 日， 建设街道商会赴肇庆举办

“不忘初心，喜迎建国 70 周年；牢记使

命，建设商会共奋进”主题活动。

该活动由商会 9、10 月轮值会长单

位广东南方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广州

壹加壹整形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广州

真好

嘢

饮食有限公司牵头， 建设街人

大工委主任胡道明，商会会长江文杰、

副会长郭建威、 秘书长王向一以及理

事成员、 企业代表等共计 19 人参加。

活动参观了被授予“广东省版权兴业

示范基地”称号的端砚文化村、古老砚

坑肇庆紫云谷， 并走访总部位于村内

的广东百家农贸易有限公司， 交流讨

论“互联网+现代农业”零售发展模式，

为探索消费扶贫的实践模式谋求新途

径，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开新思路。

通过此次活动， 商会会员们学习了端

砚文化精神，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内涵， 并在学习过程中加强商会

组织建设， 进一步提高商会组织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

建设、大塘街商会联合举办健康主题教育活动

加强商会联动

增强会员归属感

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实习

生 朱绮琳 通讯员 黎婉颖 李美

红）

为强化企业员工在急救能力、

心理情绪调控能力建设， 保障企

业员工身心健康， 进一步提升企

业的工作效率及幸福指数， 同时

加强与兄弟商会之间的紧密联

动， 跨辖区探索丰富多样的合作

途径与方式，10 月 30 日下午，建

设街道商会与大塘街道商会联合

举办“爱无限·心关爱，助力健康

中国”健康主题教育活动。 活动吸

引了来自两个商会企业的代表以

及各兄弟商会负责人共计 30 人

报名参与。

活动安排十分丰富紧凑，包

括心肺复苏急救技能与心理健

康知识普及讲座并现场进行实

践指导、游戏互动两大环节。 活

动中， 建设街道商会理事单位

广州曼陀罗医疗门诊部有限公

司的专业医疗团队现场普及猝

死与心肺复苏相关急救技能知

识，并进行一对一的实践指导；

大塘街道商会会员单位广州为

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资深心

理导师讲解心理学基础知识 ，

并带领大家现场进行团队协作

游戏。 一行人还参观了为本心

理科技体验馆， 亲身体验了各

项心理设备， 对心理和身体的

联结、 相互作用的关系有了更

具体、直白的认知和感受。

本次活动加强了兄弟商会之

间友好发展的协作联系， 实现资

源优势共享， 信息互通、 友好合

作、更强更优，并巩固和提升了商

会凝聚力和影响力， 切实增强会

员之间的沟通联系。 商会今后还

将继续组织此类型关爱企业员工

健康的福利活动， 提升服务会员

的能力和水平， 增强会员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 进一步激发商会活

力。

建设街道商会与大塘街道商会联合举办健康主题活动。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