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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工作成绩单来了

车陂街第一季度GDP达15亿元

【疫情防控】

“双网双到”联系群众近

1.5

万户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车陂街坚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今年上半年，

车陂进一步加强“两新”组织党建，

完成 933 家非公企业党组织、12 家

社会组织党组织摸排及 8 个“两

新”组织党组织换届工作，车陂龙

舟文化促进会党支部被评为“广州

市社会组织优秀党组织”； 推进天

坤、西湖、龙口等七个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建设，为党员群众提供集党

建服务、政务服务、文化服务等功

能于一体的综合场所。

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车陂建

立了 1371 名在职党员师资库，组

织在职党员参与疫情防控、登革

热防控、垃圾分类、义诊等活动

447 场， 服务居民群众近 3 万人

次；“双网双到”联系服务群众近

1.5 万户， 服务群众近 3.5 万人

次，走访 1.5 万户，开展志愿服务近

1000 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以实际行动践行为民服务的宗

旨。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

自疫情发生后，车陂街道领导

干部带领138名街道机关人员下沉

社区防疫，380名党员成立19支疫

情防控党员突击队坚持战疫，各社

区和车陂村建立76个防疫卡口共

同抗疫，全民皆兵群防群治，先后

共入户排查9640人，累计居家隔离

1544人次，转运95人，对2100多人进

行核酸检测大排查，为31名外籍居

家隔离人员开展健康管理暖心活

动，构筑起坚固的抗疫防线。

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车陂

街积极推动经济秩序逐步恢复。 街

道通过开展“人间温暖，照亮你我”

活动，走访、帮助201家“四上”企业

顺利复工复产， 累计为1846家企

业、 商户告知复工复产相关制度，

并做好辖区3098家在册企业服务

工作。 在整体经济形势下滑的情况

下，车陂街第一季度GDP绝对值仍

达15亿元，在全区排名中上。

此外，车陂街积极推动广州国

际金融城东区、天河智谷广氮片区

等平台建设，积极配合区水务局做

好车陂涌

（文化水乡段 ）

碧道建设

工程，加快推进金融城东区国有土

地收储、旭景西街道路改造工程征

收、十三号线二期车陂站征借地工

作，开展车陂“狮子园”醒狮

（非遗）

文化创意园建设工作，建设广州最

大的“广东醒狮”非遗文化交流基

地和创新平台。

推动乡村振兴改善人居环境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车陂街还以乡

村振兴为抓手，改善人居环境，有效提升

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在河涌治理方

面，车陂街坚持“街道—村—居”三级河长

巡查常态机制， 全面巡查整治 97 户排水

单元，协助区水务局完成车陂村内雨污分流

113.8公里，摸查辖区东圃大马路、车陂路东、

车陂北正大街渠箱沿线建

（构）

筑物产权 170

间，打捞清理车陂涌两岸及小微水体垃圾杂

物约 5 吨，确保河涌长制久清。

在改善城乡环境方面，车陂街制定了

城中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开展

周末大清扫、爱国卫生运动及“三清三洗”

活动 58 次，发动居民群众、志愿者共同参

与约 1200 人次， 清理大件垃圾杂物约 65

吨， 整治六乱 2822 宗， 发现拆除违建 32

宗。 同时，垃圾分类提速推进，在全市率先

开展城中村垃圾分类优化提升试点工作。

自 3 月 27 日， 启动车陂村定时定点分类

投放试运行以来，村内住户、沿街商铺垃

圾分类知晓率均达到 95%， 村内餐饮店签

订垃圾分类收运协议率达 99%以上、 厨余

垃圾收运量由 2.8 吨提高到 19.8 吨

（增长

6.07

倍）

。

【整治环境】

共建共治共享优化公共服务

记者了解到， 为进一步完善社会治

理， 车陂街积极推进“广州街坊” 群防

共治工作， 发动 1200 余人参与巡防宣传

达 300 余次； 强化综合指挥中心， 通过

“前台共管” 处置各类事件共 3290 件、 处

置率 100%， “后台分流” 到有关职能部

门和科室联动处置的事件共 52 件、 处置

率 99.72%， 全力构建“令行禁止、 有呼

必应” 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格局。 据悉， 上半年， 车陂辖内刑事、

治安警情同比下降 4%， 盗窃警情同比下

降 24.8% ， 黄赌毒举报警情同比下降

18.8%。

为加强社会保障稳就业，守好民生底

线，车陂街举办了 4 场网上招聘会，实现

就业 302 人； 公益 ATM 帮扶 1488 人次，

折合人民币约 8 万元； 做好 43 户共 69 人

困难人员、87 名优抚对象、588 名在册残疾

人的服务工作， 为 3319 位 70 岁以上老人

发放长者长寿金 117 万元， 长者大配餐服

务的长者有 404 人。

同时， 车陂街公共服务进一步优化。

今年上半年，车陂人大工委接访 3 次、搜集

解决问题 6 个， 政务大厅受理业务 31975

件，按时办结率、办事企业和群众满意率

均为 100%；12345 热线共承办工单 2548

件，超时未办告警案件 0 件；打造“一站式”

公共法律服务品牌，在街道创新引进公证

处、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推行社区法律

顾问参与街道法援值班服务，共为提供法

律咨询服务 132 次、群众解惑释疑 155 次，

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转眼，2020 年已过去大半。 据悉，在

今年上半年，车陂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在党的建设、疫情防控、乡村振兴、社区环

境、社会治理等方面下功夫，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奋力夺取疫

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据悉，车陂街第一季度

GDP 绝对值达 15 亿元，在全区排名中上。

垃圾分类助力创文，车陂在行动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通讯员

钱思婷）

8 月 21 日， 车陂街在车陂

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召开创建文明城

市暨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议， 对街

道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和垃圾分类工

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强化。

会上， 车陂街环卫站负责人贝

劼讲评了街道第二季度垃圾分类考

核情况， 街道办事处四级调研员王

汕梅传达了市、 区最新垃圾分类工

作精神及部署下一步工作； 街党工

委副书记黄沛泉也介绍了近期街道

创文工作情况并对下步工作作出部

署。

最后，会议强调，各单位各部门

要在氛围宣传、入户宣传、环境治理

上精准发力，以张贴市民公约、居民

公约、公益广告、宣传海报等方式，

营造浓厚创文氛围， 提高群众的知

晓率、参与度。 针对城市“六乱”、公

共设施维护管理、 农贸市场环境卫

生等问题，以强有力的措施，动员全

街上下集中攻坚， 确保创文工作和

垃圾分类工作落细落实落到位。

同时， 会议要求各单位各部门

要压实组织领导责任、 压实主体责

任、压实监督管理责任。不管是创文

还是垃圾分类工作， 街道领导班子

都要亲上阵、 亲手抓， 逐级压实责

任，同时发挥头雁作用，将辖内所有

与创文和垃圾分类工作有关的单位

成员团结起来， 形成合力、 互相监

督、相互督促，确保创文工作和垃圾

分类工作取得成效， 让居民群众切

实感受到文明创建带来的变化和实

惠。 8

月

21

日，车陂街召开创建文明城市暨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议。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