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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村街传达学习天河区九届人大八次会议、区政协八届五次会议

助天河加快建设 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通讯员 王卉）

近日， 员村街召开传达学习天河区九届人

大八次会议、 区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精神的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会议精神，结合

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此次会议特别提到了天河区人大常委

会对员村街道联组代表在疫情防控初期防

所做工作的肯定。 据了解，在防控物资特别

紧张匮乏时， 员村街道联组代表筹备了 8

万多只口罩及其它防疫物资投入区疫情防

控一线，占捐赠总数的 1/4，为疫情防控贡

献了极大力量。

最后，会议强调，全体机关干部要认真

学习领会和贯彻会议精神， 与街道实际工

作紧密结合， 下阶段将围绕垃圾分类、“三

旧改造”等热点问题真抓实干。 2020 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 规划的收官之

年，据悉，员村街将紧扣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为天河加快建设具

有独特魅力和发展活力的国际大都市中心

区， 在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

出彩”中走在前列贡献力量。

员村街召开传达学习天河区九届人大八次会议、区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精神的会议。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通讯员 王卉）

6 月 28 日上午，员村街召开了“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专题

民主生活会，全体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据了解， 员村街道党工委对这次民主

生活会高度重视， 专门制定专题民主生活

会工作方案， 对各环节安排进行了详细部

署。 会议通报了专题民主生活会准备情况，

街道党工委书记杨建新代表街道党工委领

导班子作了对照检查发言， 并带头从多个

方面作个人对照检查， 鼓励其他班子成员

对其开展批评。 其他班子成员也分别开展

自我检视剖析，在发言中深刻查摆自身不足。

天河区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邓庆彪对

员村街此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予以肯定，并

给出三点建议：一是要持续加强学习；二是

要加大整改力度；三是要巩固整改成果。 最

后，会议总结提出，员村街将切实发挥街领

导班子示范带头作用， 根据此次专题民主

生活会上查摆出来的问题以及相互批评的

意见，进一步集中精力狠抓问题积极整改，

为建设更加幸福美丽员村而不懈努力。

员村街召开 “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专

题民主生活会。

员村街召开巡察工作反馈会

为社区落实

整改提建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王卉）

7 月 7 日，天河区

委村

（社区）

巡察二组在员村街

道召开了村

（社区）

党组织巡察

工作反馈会。会议上，由天河区

委巡察村

（社区）

二组组长蓝文

反馈巡察员村街道村

（社区）

情

况， 对相关工作既给予了充分

肯定， 又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并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

随后， 由被巡察的村公司

石东公司党委书记作表态发

言， 他代表村公司党委就巡察

意见表示积极接受， 严格落实

整改， 提出了具体整改工作措

施。 员村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管

力强则代表 14 个社区党组织

就落实好巡察反馈整改工作表

态， 提出员村将对巡察组反映

的问题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并

会实行专人专项整改责任制，

以坚决的态度和过硬的举措推

动问题整改。

会议指出， 被巡察单位存

在的问题， 是当前街道各基层

党组织工作不足的缩影， 强调

员村街道党工委要高度重视巡

察组反馈的意见和建议， 强化

责任监督， 敦促各基层党组织

履职尽责、主动作为；要求各村

（社区）

党组织要以点带面、以

面带全， 正视巡察组反馈的意

见和要求，切实制订整改方案，

认真落实整改工作， 认真解决

好影响村

（社区 ）

发展的问题，

以落实整改为契机， 推动员村

的发展更上新台阶。

员村街政企携手助销扶贫农产品

政企代表当“主播” 兴宁茶油受热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王

卉）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不少乡村

产业受到冲击，优质农产品滞销。 在“广

东省 630 扶贫济困日”之际，员村街在员

村二横路举办了 2020 年“广东扶贫济困

日” 暨对口帮扶兴宁市石马镇优质扶贫

农产品名锋茶油助销会。 据悉，活动通过

爱心捐赠，共筹集善款近 50 万元。

搭建销售平台 带动贫困群体增收

据悉， 员村街在了解到兴宁市石马

镇的高山茶油销售受到疫情影响后，借

助此次扶贫济困日活动， 与员村街商会

企业合作，积极搭建销售平台，共同助力

优质农产品销售。

在这场特殊的助销会上， 政府和企

业家代表还纷纷过了一把主播瘾， 通过

现场带货向居民推荐来自员村街对口帮

扶地区———兴宁市石马镇向前村的优质

农产品名峰高山茶油。 名峰高山茶油进

入广州市场后， 首个销售点设在员村二

横路的集和堂大药房。 货品上架当天，不

少居民前来咨询， 对优质茶油的功效非

常感兴趣，纷纷下单购买。

员村街商会会长、 集和堂大药房负

责人方赞冰介绍：“集和堂大药房目前在

珠三角地区有 100 多家门店， 这是首家

门店上架高山茶油， 后续还将在其它门

店上架销售。 ”除在门店的销售外，当天

在场的广东海景集团、 广东粤大集团等

爱心企业和社工机构，共认购了价值 8.6

万元的茶油，为助力扶贫奉献力量。 员村

街道党工委书记杨建新表示， 希望通过

此次扶贫产品助销会， 让更多优质产品

走出深山，带动贫困群体增产增收。

支援与合作并举 助力贫困村“摘帽”

近年来， 员村街高度重视脱贫攻坚

工作，坚持输血与造血结合，支援与合作

并举， 将兴宁市石马镇向前村对口帮扶

和纳雍县玉龙坝镇、 张家湾镇东西部扶

贫协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常抓不

懈。

如在石马镇向前村对口帮扶方面，

员村街积极助推产业扶贫，自 2016 年以

来， 向石马镇向前村拨付天河区扶贫引

导资金 337 万元， 其中 215.05 万元用于

投资名峰油茶一、二期、光伏发电一、二

期、宝兴农牧养猪厂、石仙酒厂等六项村

集体扶贫项目。 2019 年底，石马镇向前村

实现贫困村摘帽，贫困户全部出列，脱贫

率达 100%。

此外，在对纳雍县玉龙坝镇、张家湾

镇东西部扶贫协作中， 员村街将资金扶

贫与就业扶贫并重， 完成村企结对帮扶

玉龙坝镇、张家湾镇深度贫困村 4 个，累

计帮扶资金 50.288 万元； 挖掘公益性就

业岗位 20 个，完成贵州就业转移 7 个。

政府企业携手助销，兴宁茶油受热捧。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