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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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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村街开展2020年“七一”表彰活动

线上活动访问量近10万人次 评选“党员标兵”“战疫先锋”

”

专题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专题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之际， 员村街开展了

“七一”表彰活动。通过表彰一批在基层治理、疫情防控

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基层党组织、 优秀共产党员及抗疫

一线工作人员，激励全街各级党组织、干部及广大党员

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继续勇往直前。

从 7 月 1 日开始，员村街联合“微社区 e 家通新

员村”微信公众号在线上展示了“优秀党员”和“战疫先

锋”候选人的事迹，旨在通过网络投票和街道评审团的

评选，选出“党员标兵”和“战疫先锋”。

线上活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看和点赞。 截

至 7月 7日，线上活动累计点赞数近 7.8 万次，累计访

问数近 10万人次。 最终，本次表彰活动共评选出先进

基层党组织 10 个、党员标兵 10 名、优秀共产党员 35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 20名和“战疫先锋”10名。

尹毅军 员村街道办事处城管执法队四级调研员

今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尹毅军立即中止春节休假，返回岗位参加疫情

防控工作。

在工地管理和违建治理工作中，他依法加强工地管理，依法行政处罚，依法查

处无证施工和无证夜间施工等违法行为，令人信服。 截至目前，共立案查处 3 宗，处

罚金额 61160 元；治理违建 64 宗，面积 89858 平方米。

吴凤玲 员村街道办事处计生办主任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吴凤玲始终坚守一线，全面落实以社区为主的综合

防控措施，群防群控，守护员村地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她及时指导各

社区开展防控工作，全面摸查辖区重点人员，对重点人员组织“三人小组”上门走访

开展健康关怀，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周嘉玲 员村街道办事处党群办工作人员

小区升级改造、旧楼加装扶手、地下疏通管道、户外增添绿化……2019 年 5 月

以来，周嘉玲主要负责员村街辖内社区“惠民微实事”等工作，尽心尽力解决群众所

反映的各类生活问题。 其中参与改造绢麻社区，把绢麻厂旧宿舍打造成长者乐园；

建设员村街党群服务中心，精准把握每个流程，确保项目有序推进，效果可观。

范红梅 绢麻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范红梅扎实开展基层党建工作，把群众冷暖当作“头等大事”。 其中，组建 7 支、

队员 139 人的党群服务队，开展服务活动 68 场次；组织 95 名在职党员加入党员突

击队，在预防登革热和垃圾分类宣传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惠民微实事”项

目经费对 11 号大院、都市兰亭小区进行了社区微改造。 绢麻社区建起了一座坚强

的政治堡垒，她也被居民们亲切地称为“最美书记”。

何婉仪 四横路社区第三党支部书记（退休）

何婉仪在四横路社区党委担任第三支部书记 18 年。 在她的带领下，支部率先

成立支部党员基金，帮助突发困难党员。 对每个离世的党员，她都会送上支部的丧

葬抚恤金表示慰问。 只要支部党员有困难，她都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问题。 她深受

支部党员爱戴，是支部的知心书记、贴心书记。

张爱芳 华颖社区第六党支部书记（退休）

张爱芳退休后，始终坚持退休不退党、离休不离岗的崇高精神境界，坚持发挥

余热，积极加入社区志愿者队伍，宣传垃圾分类，组建社区羽毛球队伍和毽球队伍，

每周定期开展活动。 在她的带动下，支部组织生活参与率非常高，，带动社区居民锻

炼身体，丰富生活，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展现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刘丽华 山顶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刘丽华用党建引领社区议事，小到居民家事，大到小区难事、社区要事，都可以

进“社区议事厅”讨论、商量。 议事平台的建立使居民有了反映问题、商议问题、解决

问题的渠道。 今年，山顶社区党总支通过议事平台解决了十多件问题。 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刘丽华一直坚守岗位，无暇顾及身患重病住院的老父亲，竭力为居民群众

排忧解难。

江小州 程界西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在今年的突发疫情中，社区成了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江小州主动担起了社

区“大家长”的担子，带领社区工作人员投身疫情防控最前线。 程界西社区是典型的

村（居）结合社区。 社区快速成立数据组、核查组、日常追踪组、突击组等功能组，在

村口设置 4 个疫情防控点，对进出人员实行严格管制，严防疫情“外输内扩”。

陈立 天河区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总干事

在疫情期间，陈立主动带领同事们进行抗“疫”培训、抗“疫”宣传，利用“李森党

代表工作室”抗疫热线、红棉守护热线等平台为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众提供心理辅

导服务，送去他们急需的物资。 截至目前，陈立带领的团队已电访约 13000 人次，并

为约 900 户困难群众送去抗“疫”物资。

李宜浓 三七互娱公共事务经理

今年 2 月 4 日， 从日本回国的李宜浓向集团捐赠了 1000 余个口罩。 李宜浓

说， 刚到日本时候自己只买了一些自用， 那时候日本货源也比较充足。 随着疫情

扩散， 他发现国内口罩很稀缺， 便与家人及司机商议， 取消大部分旅游景点行

程， 每天去各地药妆店采购口罩， 即使后来限购还是坚持搜寻， 最后背回国内全

数捐赠。

陶维勇 员村街道办事处二级主任科员

自广东省下达疫情防控一级响应以来，陶维勇每天不停接电话，都是关于疫情处

置情况通报。 他及时向街领导提出建立员村街 24 小时值班制度，以有效应对各种突

发情况。 而自己主动请缨，承担员村街“三人小组”成员之一，直面从疫情重点地区来

穗的各类人员，冲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

林进军 员村街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站管理员

林进军加入了“三人小组”夜间防控工作中，因此在疫情期间很少回家。 一是减少

与家人的接触，避免传播病毒；二是随时应对突发和紧急事件。 在防控措施转变为“外

防输入”的形势时，他为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又四处寻求精通英语的朋友提供帮助，

争取外国友人对我国防控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当发现重点人员时，他又全面跟进他们

的情况，高效准确应对各种变化。

闫智雄 员村街安委办安监员

接到疫情防控任务，闫智雄投毫不犹豫接下“三人小组”夜间防控工作。 他说：“我

家住在员村，为家里做点事是很正常的。 我们如果不肯担当，那就愧对人民公仆这个

身份。”他发挥就近居住优势，24 小时备勤，不论风雨，随传随到。随着疫情形势不断变

化，他还及时学习最新政策，以便争取群众的理解。

陈海兰 员村街计生办工作人员

从大年初二开始，陈海兰就投入“战疫持久战”中。 她负责“社区居委会—社区医

院”的纽带工作，汇总核查数据。 一收到公安机关下发的重点核查数据信息，她马上转

发给相关社区居委会，对疫情重点地区来穗人员进行健康排查，再将结果反馈到社区

医院。 常常忙活至深夜，只为落实每个环节，核查每个人员，力争无一漏报、无一瞒报。

刘会雄 员村街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管理员

刘会雄加入了“三人小组”，负责对返穗人员进行地址核实并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他上门对疫情重点地区返穗人员测量体温、采样检查，并劝说他们主动到隔离点进行

医学观察，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对于不理解的群众，他都能一一进行解释，坚持工作

在一线，坚守在一线，问题解决在一线。

邝泽棉 绢麻社区第三支部书记

针对 11 号大院的特点， 邝泽棉召集党和群众志愿者组建了 11 号大院党群突击

队，协助社区党员突击队对小区进行设卡封闭式管理。 由于物业公司人手有限，他主

动担当小区门口守点测温任务，同时禁止“三送”人员进出小区。 他风雨无阻，随时巡

逻，检查卫生死角，驱散聚集人群，劝说居民尽量留在家中，若要外出佩戴口罩，着力

体现了社区群防群治功能，保障小区拥有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

冼伟泉 石东联社治保会治安联防队队长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一定在村口路边。 ”在防疫工作开展以来，冼伟泉身为队长，

优化进村岗点管控合理布置，带领队员落实每日“打卡”制度。 他把大家的考勤纪律、

着装齐整、人员精神面貌以拍照“打卡”形式，于每日早上上报，坚守足足 102 天。 同时

对于村内发生治安、火灾事故，他所带领的治安联防队都能妥善处置，共协助公安机

关破获治安案件 7 宗，抓获扭送违法犯罪嫌疑人 19 人，协助扑灭火灾事故 1 宗。

彭登兵 广州市润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自农历大年廿九开始，彭登兵每天连续奋战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广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等重点医院疫情防控的第一线，现场指导防疫工作，慰问

项目基层员工，经常工作到凌晨。 他想方设法从海外采购口罩等防疫物资，并代表公

司捐赠善款及物资共计 511800 元。作为广州湖北襄阳商会会长，他热心联络推动商会

会员和在粤同乡募集战疫善款共计 223 万余元。

李国超 员村派出所民警

疫情防控期间，李国超所在的山顶社区有湖北籍人员 235 人。他克服困难，联合社

区人员，带领社区辅警逐个进行核查，核查率已达 100%。期间李国超还完成苏丹、利比

亚等 11 重点国家人员核查，还帮助居民挽回口罩诈骗损失。

陈经纬 员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作为支部书记，中心副主任，员村街疫情防控“三人小组”社区医院负责人，陈经

纬还是党员突击队队长。 他号召社区医院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并带头投入到

员村街疫情防控工作一线。 突击队成立后，他第一时间加入社区防控一线，最早参与

转运辖内两位密切接触者。 该支部党员人心凝聚，众志成城，为抗疫工作做出了自己

应有的贡献。

员村街

2020

年先进基层党组织（

10

个）

员村街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党支部

华颖社区党委

绢麻社区党委

山顶社区党总支

四横路社区第三党支部

二横路社区党总支

程界西社区党支部

三七文娱网络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党委

员村街社工服务站党支部

广州市风向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

员村街

2020

年“七一”党员标兵（

10

名）

尹毅军：员村街道办事处城管执法队四级调研员

吴凤玲：员村街道办事处计生办主任

周嘉玲：员村街道办事处党群办工作人员

范红梅：绢麻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何婉仪：四横路社区第三党支部书记（退休）

张爱芳：华颖社区第六党支部书记（退休）

刘丽华：山顶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江小州：程界西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陈立：天河区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总干事

李宜浓：三七互娱公共事务经理

员村街

2020

年“七一”“战疫先锋”（

10

名）

陶维勇：员村街道办事处二级主任科员

林进军：员村街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站管理员

闫智雄：员村街安委办安监员

陈海兰：员村街计生办工作人员

刘会雄：员村街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管理员

邝泽棉：绢麻社区第三党支部书记

冼伟泉：石东联社治保会治安联防队队长

彭登兵：广州市润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国超：员村派出所民警

陈经纬：员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员村街

2020

年“七一”优秀党员（

35

名）

吴凤玲：员村街道办事处计生办主任

尹毅军：员村街道办事处城管执法队四级调研员

林进军：员村街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站管理员

周嘉玲：员村街道办事处党群办工作人员

利嘉成：街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管理员

范红梅：绢麻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何伟生：绢麻社区党委第八党支部党员（退休）

何少珍：绢麻社区第十一支部书记（退休）

刘丽华：山顶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赵辉：山顶社区居委会专干

黄有珍：侨颖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钟庆成：华颖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李洁思：华颖社区党委副书记

张爱芳：华颖社区第六党支部书记（退休）

阮国梁：华颖社区第十一党支部书记（退休）

麦海：新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石世辉：新街社区居委会非户籍委员

黄洁萍：新村社区第三党支部委员

李素玲：南富社区居委会专干

刘建安：四横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何婉仪：四横路社区第三党支部书记（退休）

刘天保：四横路社区居委会专干

仇荫仪：四横路社区第二党支部党员（退休）

钟燕玲：昌乐园社区居委会民政专干

姜晓梅：昌乐园社区居委会计生专干

李剑明：新墟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黎洁宜：美林海岸社区居委会专干

江小州：程界西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晓民：石东公司第一股份合作经济社理事

李宜浓：三七互娱公共事务经理

何永丽：三七互娱高级项目主管

饶璐明：广州市风向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

陈立：天河区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总干事

邱丽华：广东海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资产专员

钟依玲：广州润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项目陪护经理

员村街

2020

年“七一”优秀党务工作者（

20

名）

李剑光：街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

刘青：员村街机关党支部委员

谢绮柠：华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梁泽林：华颖第四党支部书记

覃伟红：绢麻社区党委副书记

冼传伟：程界东社区非户籍委员

叶婉玲：美林海岸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

陈明东：南富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黄辉：山顶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兼第三支部委员

文小玲：四横路社区居委会副书记

蔡燕晖：四横路社区党委第一党支部书记（退休）

杨智勇：新村社区党委副书记

罗慧芳：新街社区党委委员、社区居委会居干

李志均：昌乐园社区党委副书记

邝赤燃：二横路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梁晓宜：程界西社区党支部非户籍委员

刘达：新墟社区居委会专干（兼党务）

利镜潮：石东公司党委甲子村党支部委员

丁川芮：三七文娱党委第一党支部委员

杨丹霞：员村街社工服务站党支部书记

“十大党员标兵”事迹简介 “十大战疫先锋”事迹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