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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看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黎婉颖）

日前，记者从建设街获悉，今年以

来，按照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的要求， 越秀区选取建设街作为试点

之一， 开展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

示范街创建工作。 对此， 建设街党工

委、办事处高度重视，多次召开市容环

境卫生责任区制度示范街创建工作培

训会议，组织辖内单位、商铺相关责任

人分批进行“责任区创建”工作培训。

今年5月以来，建设街成立商业巡

逻队， 由办事处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

带队，组织街城管科、综治科、执法队、

派出所、市场监管所、司法所、出管中

心、安监中队等部门，不间断开展商业

场所疫情防控和市容环境责任区创建

综合整治行动，对辖内主次干道、内街

巷、重点路段区域沿街的商铺（单位），

针对责任区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地方进

行督促整改。 对于多次规劝不改、违反

责任区制度的行为， 按照相关规定进

行严格执法。 截至目前，共开展联合整

治行动105次，出动人员992人次；检查

个体经营商铺8854间次、 涉外餐饮业

475间次、重点场所75间次；对商铺及企

业提出整治共215间次，派发宣传单张

512份。 通过不间断的清查整治，有效

提高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示范街的创

建水平。

7月24日，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在建设街召开市容环境卫生责

任区制度示范街创建督导会议。 市、区

城管局领导高度重视，从宣传、政策扶

持、 加大整治力度和培训力度等多角

度介绍了越秀区抓好市容环境卫生责

任区制度的经验做法并给出建议。

接下来， 建设街将继续分批开展

联合检查行动， 切实提高各临街内巷

商铺的知晓率。 同时，加强执法整治力

度， 不断提高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示

范街的创建水平。

建设街成为“责任区创建”试点

将开展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示范街创建工作

1. 干涉群众生产经营自主权，

致使群众财产遭受较大损失的，对

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情节严

重的，给予（ ）或（ ）处分。

A、警告 B、严重警告

C、撤销党内职务 D、留党察看

正确答案：

CD

答案解析：《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第一百零六条：干涉群众生产经

营自主权， 致使群众财产遭受较大

损失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

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

节严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

留党察看处分。

2.在（ ）等事项中优亲厚友、

明显有失公平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

重警告处分。

A、社会保障 B、政策扶持

C、救灾救济款物分配

D、工作晋升

正确答案：

ABC

答案解析：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第一百零七条：在社会保障、政

策扶持、 救灾救济款物分配等事项

中优亲厚友、明显有失公平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严重

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

看处分。

3.在社会保障、政策扶持、救灾

救济款物分配等事项中优亲厚友、

明显有失公平的，情节严重的，给予

（ ）或（ ）处分。

A、警告 B、严重警告

C、撤销党内职务 D、留党察看

正确答案：

CD

答案解析：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第一百零七条：在社会保障、政

策扶持、 救灾救济款物分配等事项

中优亲厚友、明显有失公平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严重

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

看处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

讯员 黎婉颖 ）

为关爱困难退役军

人， 做好退役军人服务工作，7月22

日下午， 建设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联合江西银行越秀支行在建设街党

群服务中心举办庆祝八一建军节暨

江西银行越秀支行慰问退役军人活

动。 该活动旨在了解困难退役军人

生活情况， 听取退役军人代表对退

役军人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活动中，

慰问人员为20名困难退役军人代表

送上慰问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

员 黎婉颖）

7月22日～24日， 建设街纪

工委围绕“严守政治纪律，践行‘两个

维护’”主题，分别组织街机关党员、社

区居委会社工和两新党组织党员到越

秀区廉洁文化教育馆进行参观活动。

建设街纪工委书记沈少锋在参观

学习中指出，廉洁教育时刻不能放松，

这次参观廉洁文化教育馆活动是街开

展纪律教育学习活动月的内容之一。

各位党员和公职人员应从正面榜样和

反面案例中接受警示教育， 深感廉洁

之重和贪腐之殇的同时， 在今后工作

中要带头遵纪守法，模范执纪用法，严

守政治纪律，严格践行“两个维护”，提

高个人廉政素养， 做到明党纪、 知行

止、存敬畏、守底线，筑牢拒腐防变思

想防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

员 黎婉颖）

根据开展疫情防控应急预

案的要求，8月7日上午， 建设街党工

委、 办事处组织开展疫情防控战时应

急演练。 街道各科室、各社区以及消毒

站、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多个部门共

计50余人参加了本次演练。

演练模拟场景是近日一名男子从

乌鲁木齐天山区旅游回来。 该地区为

高风险地区，男子因为患有高血压，申

请居家隔离。 由于未持有7天内核酸测

试报告，社区“三人小组”第一次上门

排查，同时进行核酸测试，结果显示为

阳性。 越秀区疾控中心与“三人小组”

再次安排第二次核酸， 核酸检测结果

未出前， 街社区医院对该男子进行流

调。 在流调期间，该男子出现发烧、咳

嗽， 街道立即联系疾控中心转运定点

医院就诊， 并联系消毒站对其住所进

行消毒。 演练当天上午，接到区疾控中

心通知，该男子确诊。 根据“早发现、早

处置”的原则，建设街立即启动疫情防

控战时机制应急预案， 各部门赶赴现

场，按照预案分工开展疫情处置工作，

即场所封闭及消毒，摸查疫点周边100

米范围住户、 单位情况， 开展核酸检

测，再次消毒等。

演练行动前， 建设街武装部部长

王劲在办事处二楼会议室对参演人员

做动员讲话并明确工作分工。 接着，各

部门按照分工，到好世界公寓前集合，

听从现场指挥有序开展演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

讯员 黎婉颖）

8月7日，越秀区委书

记王焕清带队到建设街长者综合

服务中心视察，参观了长者生活区、

就餐区以及智慧养老、 家庭床位等

服务区域和设施设备， 听取建设

街组织开展居家养老、长者配餐等

相关工作的情况介绍。

王焕清充分肯定建设街积极推

行智慧养老服务设施设备及项目，

强调在养老床位紧缺情况下， 可以

引入成熟社会力量， 积极探索居家

养老、智慧养老模式，争取成为医养

结合的社区综合养老示范点。

建 设 街

开展创建市

容环境卫生

责任区制度

示范街宣传

活动。

通讯员供图

制度示范街知多D

责任区范围划分标准

责任区是指单位或个人所有 、使

用或者管理的建（构）筑物或者其他设

施、场所及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区域。

责任人责任义务

（通称“门前三包”）

保持容貌整洁：

无乱摆设、乱搭

建、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吊挂、

乱堆放。

保持环境干净：

设置垃圾收集容

器，垃圾分类投放，无暴露垃圾，无蚊

蝇孳生地。

保持秩序良好：

不占道经营，不

占道停放，不擅自拆除、占用或移位

市政公共设施，不损坏绿化树木。

廉政问答

越秀区委领导到建设街视察

养老床位紧缺

可引入社会力量

建设街开展疫情防控战时应急演练

建设街开展疫情防控战时应急演练。

通讯员供图

建设街纪工委开展廉洁文化教育活动

建设街纪工委开展廉洁文化教育活动。

通讯员供图

八一建军节

慰问退役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