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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纪检监察工作总结

暨2020年作风纪律教育大会

车陂街召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杨惠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和中央、省、市、区纪委全会主

要精神，6 月 1 日下午， 车陂街召开

2019 年度纪检监察工作总结暨 2020

年作风纪律教育大会。 车陂街道班子

成员、在职在编干部、车陂司法所、车

陂市场监督所、 各社区和村公司负责

人等参加了会议。

会上首先由车陂街道党工委委

员、纪工委书记、监察组组长陈宏山作

2019 年度纪检监察工作总结， 并对

2020 年工作进行计划部署。 随后，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谭峰传

达了中央、省、市、区纪委全会主要精

神， 并要求全街党员干部要学懂、弄

通、领会、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忠

诚履职尽责。

最后， 街道党工委书记曾东标作

纪律教育专题辅导报告，对一些典型案

例进行了通报和剖析。会议要求街道全体

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意识，提高纪律规

矩意识，以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

效的过硬工作作风统筹推进各项工

作， 确保上级决策部署在车陂街扎扎

实实地落地见效， 为取得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提供坚强保障。

车陂街禁毒办联合开展物流业禁毒宣传

严查寄递物流 防范毒品流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吴钦鹏）

为做好寄递物流行业安全管

控， 日前， 车陂街禁毒办联合车陂派

出所、 沙美社区居委以及韵达、 申

通、 圆通等寄递物流企业车陂分部的

负责人， 来到沙美社区开展寄递物流

业排查整治暨从业人员禁毒宣传行

动。

据了解， 此次行动重点查看各寄

递物流业末端网点是否做好收寄件人

信息实名制查验、 寄递物品是否做到

先验视后封箱以及企业持证经营、 技

防 安 检 、 从 业 人 员 登 记 等 五 个

“100%” 落实情况。 同时， 禁毒办工

作人员还对寄递物流从业人员开展禁

毒宣传教育， 增强从业人员识毒、 防

毒、 拒毒的能力， 尤其是要注意可疑

物品、 易制毒化学品和制毒设备的寄

递， 严格把关， 提高对寄递物品的警

惕性， 防止毒品等违禁品通过物流寄

递的方式流通。

据悉， 行动共出动检查力量 11

人、 执法车辆 1 辆， 检查末端网点

10 间， 对排查发现涉及无证经营的 3

间网点责令立即停业整顿， 并引导其

按要求办理证照方可恢复经营。 下一

步， 车陂街将继续加大管控力度， 全

力做好寄递物流企业管控工作， 对整

改不到位的企业坚决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严厉查处。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通讯员

梁凯明）

车陂街辖内城中村出租屋

众多， 约 2 平方公里区域内聚集了

7000 多栋出租屋。 为做好出租屋安

全管理，近日，由天河区来穗人员服

务管理局、 区公安分局组成的联合

督导组， 来到车陂街开展联合督导

检查。

督导组一行四人实地抽查了车

陂街龙口社区，主要围绕出租屋“人

屋”登记纳管以及用电安全、燃气安

全、 电动车充电等安全隐患进行检

查， 共抽查出租屋 6 栋 12 套共 30

人。 据悉，车陂街将以此次督导检查

为契机，继续夯实“人屋”登记纳管

工作，确保“底数清、情况明”；进一

步压实房东

（代理人 ）

责任，加大对

出租屋内用电安全、燃气安全、电动

车充电等安全隐患排查， 筑牢出租

屋安全防线，助力建设干净、整洁、

平安、有序的宜居车陂。

防范电信诈骗

守护群众“钱袋子”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通讯员

梁凯明）

车陂街辖内城中村出租屋

众多， 约 2 平方公里区域内聚集了

7000 多栋出租屋。 为做好出租屋安

全管理，近日，由天河区来穗人员服

务管理局、 区公安分局组成的联合

督导组， 来到车陂街开展联合督导

检查。

督导组一行四人实地抽查了车

陂街龙口社区，主要围绕出租屋“人

屋”登记纳管以及用电安全、燃气安

全、 电动车充电等安全隐患进行检

查， 共抽查出租屋 6 栋 12 套共 30

人。 据悉，车陂街将以此次督导检查

为契机，继续夯实“人屋”登记纳管

工作，确保“底数清、情况明”；进一

步压实房东

（代理人 ）

责任，加大对

出租屋内用电安全、燃气安全、电动

车充电等安全隐患排查， 筑牢出租

屋安全防线，助力建设干净、整洁、

平安、有序的宜居车陂。

车陂街深入贵州省毕节市开展结对帮扶工作

为脱贫攻坚工作解决“短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杜杰）

6 月 16 日~17 日，广州市天河区

车陂街道班子成员、商会、结对帮扶企

业相关负责人等一行， 来到千里之外

的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开展结对帮扶

工作。

期间， 车陂街道一行深入当地化

作乡安山村， 羊场乡菜子地村、 发宝

村、戈落村调研，了解脱贫攻坚工作情

况，尤其是目前急需解决的短板；他们

还去到贫困户家中慰问，仔细查看“一

达标、两不愁、三保障”落实情况；建议

村镇结合长短线， 提前做好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的融合准备， 车陂街道将

持续做好做实结对帮扶工作。

纳雍县有关领导介绍了纳雍脱贫

攻坚工作情况， 对车陂街道长期以来

对纳雍脱贫攻坚事业给予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表示感谢。座谈会上，车陂街负

责人表示， 车陂街结对村镇工作效果

显著，每次来都有新进展，车陂街始终

把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摆在重要位

置，以“三带”（

即带着责任、带着资源、

带着感情

）理念贯穿其中，把纳雍的事

作为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做好。

据悉，今年以来，车陂街道共为结

对村镇筹措爱心帮扶资金 52 万元，同

时想方设法对接东部资源， 扩大结对

村镇农产品销路， 增加劳动力转移就

业， 从多个角度全力助推纳雍打赢脱

贫攻坚战，形成了贫困户、结对村、结

对乡镇“点线面”结合的帮扶格局，大

大提升了结对帮扶的效果。

车陂街开展联合督查

筑牢出租屋安全防线

车 陂 街

召 开 纪 工 委

2019

年年度

总 结 暨 纪 律

教育大会。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车陂街禁毒办联合开展

寄递物流业排查整治暨从业

人员禁毒宣传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