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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派送到户 贴近居民生活

帮您精准锁定车陂消费人群

社区里的奇事怪事开心事，街坊中的名人达人好心人，请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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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刘德根 何诗翔 ）

2 月 6 日下午， 车陂

街道党工委召开专题会议， 街道党工

委书记曾东标传达了广州市委书记、

市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硕辅到车陂村检

查督导疫情防控工作的指示精神， 并

就疫情防控相关工作进行再安排、 再

部署。

会议要求从严从实抓好防控工作，

强化网格作用， 压实压紧防控责任。

明确屋主

（业主 ）

主体责任和经营者

直接责任， 按照对所有外来人员联系

找到、 对尚未到穗重点人员劝阻近期

来穗、 对到穗重点人员采取隔离观察

措施、 对发现症状人员集中治疗、 对

违反疫情防控相关规定人员严肃处罚

的要求， 全面加强各项防控措施， 并

加强对居家隔离人员的服务管理。

同时， 车陂街将继续做好“三本

台账”， 积极发动企事业单位、 物业公

司、 市场管理处、 村居民利用“穗康”

小程序申报健康情况， 对重点人员做

好“一人一册、 一户一措”， 积极帮助

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 做到“隔离不

隔爱”。

此外， 为做好复工复产复学的工

作， 车陂街各班子成员要到所联系的

社区进行督导， 将责任压实到企业中，

落实好进出体温监测及“四个要” 和

“四个不” 等防控要求， 坚决防止企业

复工复产后出现疫情扩散。

车陂街党工委召开专题会议

强化网格作用 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刘德根 ）

疫情防控，重在社区。 2月3

日下午，天河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邵

国明，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叶春青，

深入车陂街沙美社区检查指导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检查督导中， 一行人详细了解了

沙美社区开展疫区来穗人员摸排跟

踪情况、疫情防控宣传、劝导关闭人员

密集场所等工作情况。 社区是城市防

疫的首要防线，社区疫情防控直接关

系居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检查组

要求街道、社区居委必须加大宣传力

度，做实做细摸排工作，做好重点人群

的隔离观察和人文关怀，及时跟踪反

馈报告情况；加强社会面防控，严格值

班值守，坚决阻断疫情蔓延途径。

根据要求，作为社区党组织，要充

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

切联系群众优势，广泛发动社区党员、

在职党员积极主动做好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 同时， 党员要带头加强正面

宣传，带头承担党组织分配的工作任

务，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冲在前、 当示

范，做到一名党员一面旗帜，在抗击疫

情中检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成效。

天河区委一行深入车

陂街沙美社区

发动社区党员

把好社区防疫关

天河区委组织部一行深入社区一

线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杜杰 刘德根）

危难时刻显本色。 连日

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车陂

街广大党员干部勇担使命， 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中“冲锋陷阵”，将党旗

插在“抗疫”战争的第一线。

街道领导带头 探访困难家庭

“街道党工委和共产党员是群众

的主心骨，我们要把疫情当作命令，发

挥好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坚决

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车陂街道党工

委书记曾东标在疫情防控工作会上多

次强调。 曾东标作为车陂街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带

头履职，冲在一线。 他多次深入农贸市

场、 餐饮店、 各社区督促检查防控工

作，已连轴转了十多天，常常要加班至

深夜研究防控措施、部署安排工作。

2 月 7 日上午，曾东标深入车陂北

社区慰问孤寡、低保家庭，详细了解他

们的身体情况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

难和问题，并为他们送上医用口罩、洗

手液等防护用品， 宣传防疫知识和防

疫措施。同时，要求社区探索建立更多

符合困难群众需求的方式方法， 加快

推进公益事业发展， 不断满足困难群

众的需求。

在曾东标的带领下， 车陂街班子

成员均坚守岗位， 深入所联系的社区

指导防控工作，关爱困难群众。 如 2 月

7 日，车陂街道办事处主任谭峰，来到

广氮社区开展督促检查社区防控工

作，并慰问孤寡、低保家庭，为他们送

上防护用品。 各班子成员同舟共济，凝

聚起强大的防疫合力。 据悉， 截至目

前， 车陂街共慰问了 494 户低保、孤

寡、残疾人家庭，发放 504 瓶洗手液和

漂渍液，发放口罩 1008 个。

临时党支部设岗 排查来穗人员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车陂街广

大党员干部勇担使命。 在车陂村 14 个

入村口设置检查岗， 看到的是这样一

群共产党员：他们严格按照《广州第三

号防疫通告》对出入人员进行登记、测

温、消毒、劝返。“您好，请停车，麻烦配

合我们测量体温。”“您好，从哪里来？”

……从早到晚， 他们都在严查每一辆

车、每一个人，一丝不苟，毫不懈怠。

自疫情防控以来， 车陂街第一时

间指导村公司成立了车陂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疫情防控党员突击队临时党支

部，在 14 个检查岗设置 14 个党小组，

从 1 月 28 日车陂村实施严格管理至 2

月 9 日， 累计登记外来人员 27000 余

人。 在外来务工人员返穗大潮来临之

际，车陂公司联合经济社、居委、房东

加强对村内出租屋人员信息的收集登

记，对重点排查人员情况着重追踪。

党员突击队开展防疫宣传排查

身穿绿色小马甲，手持小喇叭，胸

前佩戴党徽， 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在车陂大街小巷。 他们就是车陂街党

员突击队的党员们，他们深入社区、企

业、公交站、农贸市场对来往居民进行

体温检测、排查登记，开展消毒消杀和

防疫知识宣传等工作。 在疫情防控一

线，一位党员便是一面旗帜，车陂街党

员突击队用服务彰显了党员的担当。

“我是党员，现在正是全民抗击疫

情的时刻，请组织给我分配任务，我一

定要出一份力！”78 岁老党员高惠芳主

动请缨， 也要参加到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在第一

线，见到他们只有简单的一次性口罩，

心疼他们。 刚好我们找了一些防护用

品，就带过来了。 ”近日，车陂街机关第

二党支部的 4 名党员向街道捐赠了

15450 只手套、100 公斤医用酒精及 24

套防护服。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面前，

车陂街党工委、 街道办事处团结带领

各界团体、 全体社区工作人员和党员

干部，众志成城，共抗疫情，为群众的

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直击车陂“疫情”一线

车陂街党员突击队在村口执勤。 车陂街党工委书记曾东标慰问车陂北孤寡、低保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