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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退役军人、残疾人相关业务办理地点移到一楼政务服务大厅

林和街想方设法方便群众办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蒋毅槿 通讯员

廖文波 ）

近年来，林和街道党工委、办事

处高度重视便民利民服务工作， 积极创

新便民利民服务举措， 想方设法为群众

办实事，让群众办事不再难、少跑路。

此前，林和街退役军人、残疾人相关

业务办理地点设立在街道办事处二楼办

公室。 考虑到一些伤残退役军人和肢体

残疾的残疾人士以及年长者到二楼办事

的不便。 2019 年，林和街一楼政务服务大

厅新增设退役军人、 残疾人相关业务办

理的两个专窗， 相关业务办理地点由街

道办事处二楼办公室转移到一楼政务服

务大厅，设立专人、专窗服务平台，在政

务服务大厅内悬挂服务流程指南， 有相

关工作人员对前来办事的群众进行指

引，帮助其熟悉办事流程并办好事，坚持

“一站式服务、一门式办理”原则，这一举措极

大地方便了相关办事人员的办事流程。

目前，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和管理、补

缴社保、医保、悬挂光荣牌等业务；残疾

人残疾证

（包括新办 、变更 、注销等 ）

、乘

车卡

（包括年审 、注销 ）

、康复资助

（包括

门诊 、住院 、矫正 、机构训练 、医疗训练

等 ）

、全日寄宿托养、教育

（包括学前教

育 、残疾学生补助 、教育奖励等 ）

、机动

车、 就业失业登记等业务均可在林和街

道办事处一楼政务办事大厅办理。

进中学

生活中要时刻警惕避免被毒品侵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蒋毅槿 通讯员

刘杰 ）

2019 年 12 月 4 日， 天河区林和

街禁毒委联合广州中学开展以“无毒青

春， 健康校园” 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教育

活动。 林和街道相关领导及辖区禁毒成

员单位负责人出席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 街道领导为学校禁毒队

伍授旗仪式之后， 区禁毒办派驻林和街

禁毒专员、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杰向

在场的 500 多名师生讲解摆放在玻璃

柜中的各类新型合成毒品的有关知识、

吸毒的危害性和毒品的预防教育， 希望

青少年远离毒品， 并鼓励学生积极宣传

禁毒知识的内容， 共同参与平安建设。

本次大型活动还为同学们介绍了毒品的

社会危害性和禁毒法律知识等。

在现场互动环节， 学生们纷纷表达

自己的看法： 预防毒品对我们成长影响

很大， 在我们的生活中要时刻警惕避免

被毒品侵害。

此次活动有效提高了广大在校学生

的知毒、 防毒、 拒毒的意识， 增强了中

学生这一群体参与禁毒宣传的积极性，

有效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

发生， 为创建天河文明校园、 和谐校园

及平安校园营造良好的环境。

出 席 活

动 的 街 道 有

关 负 责 人 与

广 州 中 学 同

学 一 道 观 看

仿真毒品。

通讯员供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蒋毅槿 通讯员

刘杰）

为了切实提高广大企业职工识毒

拒毒能力，积极推动“企业职工拒绝毒品

零计划”行动，2019 年 12 月 15 日，林和

街在中国平安广州分公司开展禁毒宣传

进企业活动。

活动现场，通过禁毒模型展示、现场

解答、派发宣传资料、交流互动等形式，

向企业员工宣传禁毒法律、法规和政策，

并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制毒、 吸毒等行为

的危害， 吸引了辖区中国平安各区负责

管理人员驻足参与，共悬挂横幅 2 条，发

放禁毒宣传资料 300 余份， 营造企业职

工及周边住户积极参与禁毒斗争的良好

氛围。

天河区林和街禁毒宣传走进企业。

通讯员供图

“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广州千场大宣讲走进林和

3位百姓宣讲员分享

“追梦筑梦圆梦”故事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佳馨 蒋

毅槿 ）

2019 年 12 月 26 日，“礼赞

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 广州千场大

宣讲活动在林和街德荣社区开展。

本次宣讲活动邀请了广州市公安

局治安管理支队三大队张国清、

广州市天河区市容环卫所第三管

理所王凤丽、 广州市第 23 中学援

疆教师黄海 3 位百姓宣讲员，用自

己的亲身经历，向社区党员和居民

代表分享他们履职敬业、 追梦筑

梦、奋斗圆梦的故事。

张国清：“死亡线上的逆行者”

“排爆工作哪怕是迈多一小

步、剪错一根线、按错一个键，付出

的将是生命的代价。 对我来说，每

次排爆都意味着走向死亡，每次排

爆成功就是一次从鬼门关重回人

间。 ”广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

排爆警察张国清说。

他在现场回忆起 2010 年那个

惊心动魄的一晚。 当时，接到一名

群众报警， 称家门口发现炸弹，张

国清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现场。

凌晨 1 点，他正在排爆，当距离炸

弹只有 1 米左右时，炸弹内突然响

起了闹铃声……“在宁静、漆黑的

深夜里， 我只感到全身汗毛像钢

钉一样根根直立，无法知道下一秒

将会发生什么，生与死就在一瞬之

间。 ”职业的本能让张国清迅速冷

静下来，他一根线一根线地仔细排

查，20 分钟后，终于剪断了那根关

键的控制线，炸弹被成功排除，危

机解除，群众生命安全得以保障。

王凤丽：“城市的美容师”

从事环卫工作 30 年，发扬“宁

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奉献精

神，扎实履行“城市美容师”的职

责，她是来自天河环卫三所的环卫

工人王凤丽。

在现场，王凤丽回顾了自己当

环卫工人的点点滴滴，从初入环卫

的犹豫、迷茫，到现在对环卫的坚

持与坚守，她收获了尊重，收获了

荣誉， 以及来自政府及人民群众

的信任。 她表示，每一个环卫工人

都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希望

这个城市干干净净， 人人都讲文

明、讲卫生，她将不忘初心，报效祖

国，筑梦环卫事业。

黄海：“援疆筑梦未来”

在大多数学生的眼中，黄海是

一位物理老师，是天天与各种器材

分不开的“技术宅”， 是一开口就

“无线电”“航模” 的“科学怪咖”。

但实际上， 已在校园默默耕耘了

20 多年的黄海在行内声名显赫，

是中国无线电测向运动团队的国

家队教练， 还是全国青少年科技

教育的领军人物。

1993 年开始在广州市第二十

三中学任教，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7 月参加对口援疆工作，“全年

无休”的黄海几乎把所有休息时间

都投入到科技教育事业当中，黄海

说：“我希望我走的时候，留下的不

仅仅是器材，而是在当地学生心里

种下的科技种子。 ”

援疆期间，黄海不仅推动了当

地科技教育的发展，更积极参与到

当地“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扶贫结

对活动中。 当地的学生，也很喜爱

这一位“科技校长”，他们会偷偷给

黄海带几颗自家种的新疆大枣，让

黄海带回广州给家人。

据了解，自今年 9 月以来，“礼

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 广州千场

大宣讲活动在广州各区热烈开

展。 通过组织理论专家、思政课教

师、百姓宣讲员采取对象化、分众

化的宣讲方式， 深入城乡基层分

专题开展千场大宣讲活动，构建形

成领导干部讲政策、专家学者讲理

论、学校教师讲思政、基层百姓讲

故事的大宣讲格局， 为广州努力

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出新出

彩”，在全省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

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中营造

浓厚氛围。

“ 礼 赞

新中国 奋进

新 时 代 ” 广

州千场大宣

讲 走 进 林

和。

活动主办方

供图

禁毒宣传

进企业

营造积极参与禁毒斗争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