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通讯

员 廖小运 ）

12月4日是第7个国家宪

法日。 为大力推进法治文化建设，扩

大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 建设街综

治办、建设街妇联、建设街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 建设街司法所在建设街

文化站榕树头广场共同开展“深入

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

宪法精神 ” 宪法宣传日暨平安建设

法治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通过设置

法律咨询摊位、 派发宣传资料等形

式带动居民参与到宪法宣传中来，

社区法律顾问向居民群众普及《宪

法》、 民法典以及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反邪教、外来工维权等各类法律

知识。 建设街办事处副主任林家成、

司法所所长陈永聪分别结合一些民

生典型的案例， 以案释法， 以法论

事， 积极引导居民群众要依照宪法

法律行使权利、 履行义务、 表达诉

求、维护权益，努力提高辖区群众的

法律意识，营造了全民参与普法、学

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同时，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 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

境”宣传活动。社区法律顾问向居民群

众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和反邪

教法治宣传工作， 积极向来往群众开

展反邪教宣传， 介绍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意义，鼓励、支持广大群众主动参

与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活动中来，进

一步提高群众在生活中认知邪教、识

别邪教的能力和水平， 练就了群众防

范邪教的“火眼金睛”，促进全民参与

平安建设、法治建设。

据悉，自今年以来，建设街不断

加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活动、 反邪

教法治宣传活动等平安建设工作，

形成常态化宣传模式， 推进了平安

建设的深入开展， 切实增强全民法

治观念和法制意识。

活动现场共发放宣传资料500

多份，解答群众法律咨询30余人次，

获得群众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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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

1. 对符合政策的群众诉求消极应

付、推诿扯皮，损害党群、干群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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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八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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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对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等切

身利益的问题依照政策或者有关规定

能解决而不及时解决 ， 造成不良影响

的；（二）对符合政策的群众诉求消极应

付 、推诿扯皮 ，损害党群 、干群关系的 ；

（三 ）对待群众态度恶劣 、简单粗暴 ，造

成不良影响的 ；（四 ）弄虚作假 ，欺上瞒

下，损害群众利益的。

2.不顾群众意愿，盲目铺摊子、上项

目，致使（ ）财产和利益遭受较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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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国家

B.

集体

C.

公众

D.

群众

正确答案：

ABD

答案解析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第一百零九条：不顾群众意愿，盲

目铺摊子、上项目，致使国家、集体或者

群众财产和利益遭受较大损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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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遇到国家财产和群众生命财产受

到严重威胁时，能救而不救，情节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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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

答案解析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第一百一十条 遇到国家财产和

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能救而

不救，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

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通讯

员 廖小运）

为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实

现校地合作、 校内外互动、 优势互

补、协作共赢的目标，日前，侨大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与岭南师范

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党支部携手共

建， 在侨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部

举行党支部共建基地签约揭牌仪

式。

岭南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党

总支书记曹巧、党支部书记唐洪浪、

侨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晓、副总经理何秋甜，建设街党建办

相关工作人员及共建支部党员代表

参加仪式。 曹巧表示，在全国上下掀

起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热潮之

际，两个党支部携手共建，全面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

领导，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等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侨大教育是我校

长期合作的办学单位，教育规模大，

各方面发展好，期待通过共建，更进

一步加强沟通和联系， 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坚持党建引领，争创佳绩，为明年党

的100周岁生日献礼。 ”曹巧表示。

王晓表示， 与岭南师范学院继

续教育学院党支部共建是该公司政

治生活中的大事、要事、喜事，共建

双方以及建设街党工委都非常重

视。“接下来，我们公司党支部将按

照共建协议及方案去抓好落实，加

强班子建设， 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壮大队伍，提高

素质，发挥优势，根据群众的需求与

愿望、工作特点与规律，规范管理、

提高质量， 将教育事业推向更新高

度。 ”

活动中， 参加人员还就接下来

的方案实施、 党员发展、 党建带团

建、在成教生中建立临时党支部、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等工作展开了讨

论。 此次签约揭牌仪式是支部共建

的开始， 两个党支部今后将开展更

深层次的合作交流， 共同努力开创

党建的新局面， 促进双方共发展共

进步。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廖小

运）

为进一步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确保换届

选举工作有力有序、平稳推进，根据省委组

织部统一安排部署，近日，建设街党工委在

街党群服务中心召开了“两委”换届选举工

作视频培训会，街道机关干部、社区党委书

记

（主任）

和副书记等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指出， 各社区要做好动员宣传工

作，积极发动群众参与换届选举工作，要把

握时间节点，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平稳有序推

进，要严守选举记录，做到负责、尽责。

据悉，此次培训会是为下一步社区“两

委”换届选举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下一

步， 建设街党工委将进一步落实工作责任，

严格按照程序开展工作，以高标准、高质量

完成换届选举工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

员 廖小运）

为做好辖区秋冬季节出

租屋安全防范工作，切实提高改善出

租屋消防安全现状，确保居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日前，建设街来穗人员

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结合《越秀区

2020年深化出租屋治理百日攻坚专

项行动方案》的要求，践行“三个着

力”，提升出租屋消防安全系数。

着力基础，摸清底数。 为彻底摸

清辖区出租房屋底数， 有的放矢加

强管理， 建设街召开了行动动员部

署会议，并制定了《建设街秋冬季节

出租屋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方案》。 各社区依靠网格员的力量，

全面排摸全街的出租屋、 群租房及

集体宿舍，明确核查重点，制定清查

计划，建立排查清单，在12月1日~14

日期间，共出动排查力量83人次，排

查出租屋1165套次。

着力整治，立查立改。 经过前期

的全力排查， 建设街对能立即整改

的迅速整改；对难以立即整改的，督

促出租屋主和承租人落实整改和防

范措施；对重大、疑难和复杂的消防

隐患， 及时告知相关职能部门配合

开展整治。 行动过程中，工作人员发

现建设二马路东四街的两套出租屋

存在设置阁楼、 无配备灭火器等隐

患， 管理员立即开具整改通知书并

要求承租人阁楼不得住人， 且尽快

按要求配备灭火器。 通过完善“巡

查—发现—登记—告知—整治”闭

环管理机制，建设街共发出了271份

整改通知书和136份备案通知书，大

大提升了出租屋安全系数。

着力宣传，实现宣传全覆盖。 除

了全力做好排查， 建设街还着力宣

传， 针对出租房屋及电瓶车火灾事

故教训、责任追究、火灾事故防范常

识、逃生自救技能等知识，逐户宣传

普及， 不断加强居民群众的消防安

全法规教育， 提升出租屋主和承租

人的法制意识， 严格落实消防安全

主体责任。

建设街“两新”组织党支部共建基地揭牌

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

建设街“两新”组织举行党支部共建基地签约揭牌仪式。 通讯员提供

建设街开展平安建设主题宣传活动

以案释法 带动居民参与宪法宣传

建设街建立出租屋排查清单

践行“三个着力”，提升消防安全系数

建设街开展“两委”

换届选举工作视频培训会

廉政问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