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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免费派送到户 贴近当地居民生活

帮您精准锁定珠江新城消费人群

社区里的奇事怪事开心事，街坊中的名人达人好心人，请告诉我们。

猎德打造家门口的“公共服务圈”

“猎德人家”揭牌，集思想教育、文化交流与便民服务功能于一体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雯雯 通讯员

孙振林 曾庆茹

） 2020 年 12 月 12 日，

在一片“开门红” 的喜庆中， 猎德街道

“猎德人家” 正式揭牌运营。 天河区委

常委、 宣传部部长陈晓晖， 猎德街道党

工委书记李明， 猎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炽煐分别致辞，

区、 街道相关领导出席。 揭幕仪式由天

河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邵国明主持。

“猎德人家” 有10个功能室

“猎德人家” 是由天河区、 猎德街

道共建， 集思想教育、 文化交流与便民

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场所， 占

地 1618 平方米， 设有宣讲堂、 羊城家

政室、 家庭医生服务驿站、 社情民意

室、 党建活动室、 志愿服务站、 村史

馆、 非遗传承室、 康体厅、 图书馆等

10 个完备的功能室， 以资源整合为抓

手， 以群众满意为标准， 着力打造学习

传播科学理论的大众平台、 加强基层思

想政治工作的坚强阵地、 培养时代新人

和弘扬时代新风的精神家园、 开展特色

志愿服务的广阔舞台。

猎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炽煐致谢区、 街道对“猎德人

家” 建设的指导和帮助。 他介绍， 猎德

村经过改造后， 实现了物质文明的提

升， 人民进而有了精神文明需求。 这次

建设“猎德人家” 是采用“微改造” 方

式， 改造原有村公司的会议室、 办公室

和闲置场所， 同时辐射周边， 推进猎德

涌水环境治理、 碧道建设和城市综合环

境整治提升， 展现猎德街道靓丽的古村

新城面貌。

猎德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明表示， 猎

德村搭乘改革开放和珠江新城建设的东

风， 成为广州市旧村改造的首个示范标

杆， 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未来，

“猎德人家” 将坚持党建引领， 进一步

整合提升文明实践、 文化、 民政、 卫生

健康、 社会保障等多方资源， 打通宣传

群众、 教育群众、 关心群众、 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 构建家门口的“公

共服务圈”， 努力打造成天河区乃至广

州市的金牌服务阵地。

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天河区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陈晓晖

发表致辞， 她表示， “猎德人家” 的建

设， 正是天河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思想、 实现老城市新活力的生动实践。

“猎德人家” 落成运营， 将加快推动其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党群服务站、 政务

服务中心等“两站一中心” 融合建设，

进一步汇聚党建引领、 文明先行的动

力， 强化引导群众、 服务群众的能力，

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随后区、 街道出席人员参观“猎德

人家” 了解各项服务设施功能。 记者了

解到， “猎德人家” 试运营已一月余，

不少居民群众在体会家庭医生健康服

务、 羊城家政家居服务、 中医理疗服

务、 政治理论课程、 瑜伽舞蹈课程等项

目后， 纷纷为贴心便利的服务点赞。

▲

图为“猎德人家”揭幕仪式。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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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德人家”为粤剧发烧友提供练习

场地，活跃社区文艺氛围。 通讯员供图

猎德街开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雯雯 通讯员

黄丽雅）

2020 年 12 月 22 日， 猎德街道

在办事处二楼大厅召开了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宣讲会。 会议由猎德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李建星主持， 猎德街道机关

全体党员、 各社区党组织书记和猎德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共 74 名党员

参加了此次宣讲会。

猎德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明担任此次

宣讲会主讲。 围绕“提高政治站位，深学

细研， 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实质”“聚焦中

心业务，稳扎稳打，全面提升街道服务水

平”“坚定信心决心，真抓实干，确保各项

工作持续发力”这三个方面，李明书记阐

释了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重大意义、

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强调了要将全会

精神与统筹做好街道当前各项工作、研

究谋划明年工作思路紧密结合起来，谋

求猎德新的发展。

李明书记向现场参会人员提出了三

点要求： 一是要深学细研全会精神实

质。 将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与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 第三卷结合起来， 一体学习， 推动

党员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

信”、 做到“两个维护”； 二是要深入开

展宣讲活动。 把全会精神宣讲工作作为

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 结合“三会一

课”、 中心组理论学习等方式， 采取书

记领学督学、 专家学者讲学等措施， 精

心组织、 周密安排， 深入开展形式多样

的宣讲活动； 三是要切实提升基层工作

效能。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街道工作效

能， 在防控疫情、 提升党的建设、 维护

辖内安全、 落实政策制度、 打造文化品

牌和提振队伍士气上持续发力， 履行好

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

猎德街道

邀党校教授讲党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雯雯

通讯员 黄丽雅 ）

为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高度重视党的意识形态工

作， 牢牢扛起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 高效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

作， 增强“四个意识 ”、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2020 年 11 月 30 日， 中共广州

市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政治

学与法学教研部主任敖带芽来到

猎德街道， 为广大党员讲授了一

堂以“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

作的领导权” 为主题的专题党

课。 此次党课由猎德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李建星主持， 猎德街道机

关全体党员、 各社区党组织书记

和猎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等 71 名党员参加学习。

课堂上， 敖带芽阐释了“深

刻理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当前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挑

战” 和“如何做好新时代意识形

态工作” 三方面的内容， 并结合

生动具体的事例， 提醒广大党员

要高度警惕“新自由主义”、 神

话西方政治理论的“洋八股” 等

错误思潮、 坚决防范“虚假网络

舆情， 误导受众， 误导中央决

策” 等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行

为。

敖带芽指出， 要加大意识形

态领域立法的力度， 依法维护意

识形态安全； 各级党委书记要切

实担起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人

的职责， 强化问责， 建设善战的

主力军； 党员干部要加强正面宣

传， 讲好中国故事， 敢于批评错

误思潮， 增强文化自信， 提升抓

意识形态工作的本领， 自觉坚定

做到对党忠诚、 坚定信仰、 敢于

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