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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街道召开2020年第二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消防安全工作会议

落实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两手抓

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陈智

霞）

4 月 28 日， 石牌街道召开 2020 年第二

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消防安全工作

会议。 街道人大工委主任郭大双、党工委副

书记潘荣德、办事处副主任黄世用、派出所

副所长梁东、 街道党工委委员王天奇出席，

街道安委会成员单位负责人、辖内消防重点

单位负责人共 80 人参加， 会议由街道党工

委委员、武装部部长全球主持。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安全

生产作出的重要指示及近期国家、省、市、区

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重要会议精神，要

求各与会单位全面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

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坚决遏制重

特大安全事故。 会议通报了石牌街 2020 年

1~4 月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情况。

会议要求，一是落实隐患整改。 继续开

展消防敲门行动，并对辖内住改仓、出租屋、

石牌村餐饮店等火灾隐患点开展专项整治。

二是加强高处作业监管。 对建筑施工或拆

除、安装广告牌、室内外装修、外墙清洗等高

处作业进行安全监管。三是做好“五一”及汛

期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工作。 各单位落实“五

一”期间应急值班工作，同时，结合汛期高

温、台风、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的特点，在持续

推进各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

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会议强调，一是压实安全责任。 各单位

要树立红线意识，严格落实“三不违”，不违

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工作纪律，

严防事故发生。二是落实疫情防控和安全生

产两手抓。 吸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加强消

防通道、建筑施工、疫情防控医学隔离观察

点等重点区域安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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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

消防安全工作会议。 通讯员供图

天河区开展第二批传统风貌建

筑保护标志设置工作

石牌街三处

“传统风貌建筑”挂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钟伟民）

根据穗名城

函 〔2018〕6 号 、 穗天府

〔2019〕4 号文件精神，4 月

27 日，石牌街积极协助区

规划局开展天河区第二

批传统风貌保护标志设置

工作。

传统风貌建筑是指“建成

30 年以上且未公布为文物保护

单位和历史建筑，也未登记为不

可移动文物的，集中成片、能够

反映区域整体传统风貌或能够

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

（构）

物”。 第二批传统风貌建筑名单内属于石牌街的有

五处，其中苏州苑 41 栋便是其中之一。

苏州苑 41 栋建于 1957 年，位于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暨南大学内， 原为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旧址。

1965 年，补习学校迁至天河区瘦狗岭，并于 1993 年整

建制并入暨南大学。 在学校迁址后，苏州苑 41 栋曾作

为学生宿舍使用，现阶段作为教职工宿舍使用，期间曾

进行多次维护和修缮。 该建筑高 3 层，红砖外墙，坡屋

顶，竖向红砖柱，带有宫廷式建筑气息，内部构件保留

较完好，富有时代特色。 这是新中国关心华侨教育的重

要见证， 也是维系广大华侨侨生与祖国情感联系的纽

带，具有重要的历史纪念价值。 2018 年经专家组调查研

究，苏州苑 41 栋被评定为广州市传统风貌建筑并予以

挂牌保护。

传统风貌建筑是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是传统文化

和历史传承的重要载体。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

力量， 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

魂， 我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

化遗产，让宝贵遗产传承下去，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新

的光彩，为中华民族的前进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根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的 16 字方针，石牌街将继

续配合区规划局，积极协调各方，加强对传统风貌建筑

的成片、成组保护，强调保持外观风貌，整体延续历史

风貌；并支持传统风貌建筑的合理利用，根据传统风貌

建筑的特点开展多种形式的利用，如开展与建筑特点、

片区特色相适应的文化、科技展览、轻餐饮、民宿等特

色经营以实现文物保护与利用的良性循环， 切实做好

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工作。

坚持党建引领 践行企业担当

天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有序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陈紫莹 林艺彬）

为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中的讲话精

神，石牌街党工委下属党组织天

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认

真履行主体责任，深入疫情防控

第一线， 充分发挥领导班子、党

员干部、职工群众作用，把各项

疫情防控工作抓紧抓实抓细。

党员带头参与社区值守

投资公司党支部党员干部

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在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做到带头参

与社区值守、带头做好关爱服务

等。

全体党员干部以轮班的方

式在石牌街龙口西社区辖内天

成大厦的出入口处执勤，协助开

展体温检测、 来访人员登记、核

实居民“穗康码”、为有需要的群

众送物资等工作， 参与服务共

168 人次。 其中，3 名党员充分发

挥自己的特长，协助做好外籍健

康管理服务人员沟通服务工作。

同时，为了更好地做好抗疫服务

工作，还招募 9 名群众志愿者参

与。

此外，积极响应区委组织部

关于紧急抽调党员

（干部 ）

参加

区相关国家入境人员专项服务

工作专班的号召的通知要求，公

司抽调一名党员参与区相关国

家入境人员专项服务工作。

落实复工复产“五到位”

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

神，按照《广州市天河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加强新冠肺炎防控复

工复产工作方案》， 投资公司成

立工作领导小组，领导班子分工

包片牵头负责各项疫情防控工

作，分别对口指导落实黄洲工业

区、天娱广场、旧区府等大型物

业的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工作。

积极配合上级部门要求做

好经营物业的疫情防控摸排工

作， 确保零漏报。 截至 4 月 16

日， 已督促 64 家非住宅承租方

全部填报“天河企康”小程序，督

促 136 家住宅承租方填报“穗

康”小程序。

突击队定期现场走访，检查

督促辖内物业企业承租方落实

复工复产“五到位”（

即防控机制

到位 、人员排查到位 、设施物资

到位 、内部管理到位 、宣传教育

到位

） 确保有力有序安全复工。

党员突击队协同物业经营部门

实地走访， 对辖内管理的物业，

特别是对黄洲工业区、 天娱广

场、旧区府、华南活塞环地块等 8

处人员较为密集的重点物业中

的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截至 3 月 20 日，物业检查小组、

党员突击队已对 8 处重点物业

进行实地检查，督促其落实对企

业员工的情况摸查、落实复工复

产“五到位”条件、制定疫情防控

应急预案、 复工复产工作方案、

落实“企康”每日登记等疫情防

控措施， 参与者共 44 人次。 目

前，64 家非住宅承租方向投资公

司提供复工复产承诺书，涉及从

业人员 2036 人， 完全复工承租

方有 36 家， 部分复工承租方有

15 家，未复工承租方有 13 家。

防疫暖心包免费赠职工

为切实做好职工关怀，全力

做好新冠肺炎预防预控工作，投

资公司工会积极发挥在突发事

件中服务职工的作用，为全体职

工发放防疫包， 其中包括消毒

水、酒精棉片、免洗洗手液等防

疫用品。 另外，为鼓励和支持党

员干部、职工群众参与社区防疫

工作，工会给每一位参与社区防

疫工作人员发放慰问品，希望他

们能够继续践行自己的使命和

担当，齐心协力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目前，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向好，但“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任务依然繁重，投资公司

将毫不松懈、持续绷紧疫情防控

这根弦，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

投资公司领导班子指导落实旧区府物业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工作。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