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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区“暖企”行动走进车陂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为进一

步加强与辖内重点企业的沟通联系，

推动暖企活动的深入开展， 营造良好

的营商环境， 12 月 10 日下午， 天河

区副区长罗永忠、 车陂街道党工委书

记曾东标等一行人先后来到广州市佳

福斯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恭迎进

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等街内重点企业

开展暖企活动， 了解企业经营状况，

倾听企业心声，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

难。

随后， 区、 街一行人与相关企业

就企业经营、 企业诉求、 政府服务等

方面进行了交流探讨。 针对企业提出

的问题， 天河区和车陂街相关负责人

表示会积极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尽力解决企业的

诉求， 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

一行人充分肯定了企业对天河区

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突出贡献的同时，

要求相关部门要做好重点企业的服务

保障工作， 全方位服务和保障重点企

业， 帮助企业尽力解决在发展中遇到

的困难和需求， 坚定不移地支持重点

企业的发展， 共同打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 做到统筹兼顾、 互惠共赢。

车陂街道党校开展专题学习培训

以“闯创干”精神

续写“春天的故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王丹）

12 月 11 日上午，车陂街道党校

组织开展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

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专题培训。 据了

解， 本次培训邀请南方医科大学教授

陈化作专题辅导，机关支部党员、在编

干部、 街属党组织书记及工作人员等

参加了培训。

授课中，陈化从难忘的记忆、历史

选择了深圳、 深圳创造了历史等五个

方面，讲述了深圳 40 年来由落后的边

陲小镇到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

发展， 并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中对广东和深圳

的部署和嘱托， 启发和激励基层干部

职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

指示精神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对此， 车陂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黄

沛泉强调， 要加强组织领导， 加大宣

传力度。 街道要综合运用党委扩大会

议、 “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 小喇

叭宣讲等形式， 在车陂上下持续掀起

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的学习宣传

贯彻热潮。 要求车陂街全体以这次专

题学习为契机， 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工

作思路， 创新工作方法， 真正用思想

武装头脑、 指导实际、 推动工作， 以

更大的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

放、发挥车陂精神。

学员们纷纷表示， 身处百年之未

有大变局， 身处当今中国改革大潮奔

涌的时代， 每个人都不是置身事外的

旁观者，作为社区党务工作者，将谨记

并践行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永葆“闯”

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努

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车陂街开展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

祝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培训。

车陂街牵手贵州纳雍县“极贫乡”

跨越1215公里 助羊场乡脱贫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脱贫

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

点！ ”12 月 3 日，天河区车陂街道办事

处主任谭峰率工作组一行 21 人赴贵州

省纳雍县羊场乡开展结对帮扶工作，并

向羊场乡捐赠了扶贫款 89509.1 元。

多次深入调研 精准助力脱贫

2018 年 9 月 21 日， 从 1215 公里

外远赴而来的天河区车陂街道相关部

门人员、企业负责人，带着“姻缘”的红

线首次来到羊场乡，拉开了齐头并进打

好打赢羊场乡脱贫攻坚战的序幕。据了

解， 羊场乡是毕节市 18 个极贫乡镇之

一，全乡有贫困村 14 个

（其中深度贫困

村

8

个）

，现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442

户 12277 人 ，2014 年 贫 困 发 生 率

39.53%。 近年来，全乡在各级各部门的

安排指导下，在车陂街道办事处等单位

的倾力帮扶下， 今年， 剩余的 363 户

1091 人均已达到脱贫标准，未出列的 4

个深度贫困村均已达到出列条件。 11

月 23 日下午，贵州省宣布 66 个贫困县

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自从结对帮扶以来，车陂街道班子

成员、商会、结对帮扶企业多次深入毕

节市纳雍县羊场乡调研并开展帮扶工

作，了解脱贫攻坚工作情况，尤其是急

需解决的短板。 同时，深入贫困户家中

慰问，仔细查看“一达标、两不愁、三保

障”落实情况。

6 月 17 日， 车陂街道党工委书记

曾东标率街道办事处代表团和车陂公

司、车陂街道商会、广州锦达信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广州市东进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有关负责人到羊场乡开展对口帮

扶调研工作和捐赠。 他们深入帮扶对

象家中进行走访， 宣传相关扶贫政策，

详细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身体和家庭

成员等情况。

据悉，今年以来，车陂街道共为结

对村镇筹措爱心帮扶资金 52 万元，同

时想方设法对接东部资源，扩大结对村

镇农产品销路， 增加劳动力转移就业，

从多个角度全力助推纳雍打赢脱贫攻

坚战，形成了贫困户、结对村、结对乡镇

“点线面”结合的帮扶格局，大大提升了

结对帮扶的效果。

为学校提高硬件 抓好教育质量

近年来，天河区重点加大对毕节市

纳雍县的教育扶贫力度，与纳雍县共同

打造了纳雍天河实验学校，而该校首任

校长正是车陂小学校长詹雯。 12 月 4

日，车陂街道办事处主任谭峰，街道人

大工委主任姚永营，车陂经济发展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副董事长梁文端，车陂

街道商会会长王雯静等，率领由街道党

政干部及商会企业家组成的扶贫工作

组到纳雍天河实验学校调研。调研组一

行来到运动场、校史馆、党建书吧、美术

馆、阳光书吧、梦想中心、天纳空间等场

所， 深入了解学校软硬件配置情况，并

听取学校负责人详细介绍学校的发展

规划、文化建设、办学成果等情况。

一行人来到羊场小学、保卫小学察

看学生学习生活情况，并举行了捐赠仪

式。当他们在保卫小学参观时发现学校

硬件落后时，当场决定增加捐赠学校照

明及取暖设备。 据悉，此次车陂街道商

会捐赠给羊场小学、保卫小学文体器材

等各类学校设备折算资金两万余元。

据悉，自帮扶以来，车陂街道就产

业合作、开展农业帮扶、加强劳务合作、

开展贫困助学活动、发动社会力量等五

个方面与羊场乡签署了《扶贫协作和对

口帮扶协议》，向羊场小学、保卫小学捐

赠文体器材各类学校设备设施和爱心

物资， 帮助贫困户补足了住房短板、发

展产业、提供就业岗位，改善了乡村办

公环境，有效助推了羊场乡脱贫攻坚工

作，增强了脱贫成色，提高了脱贫质量。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