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达 民 情 ·生 活 至 上

信息时报社 林和街党工委

联合主办

总第 期

96

·社区版

2021年2月5日 星期五

责编：阮栩

美编

/

本版制图：林燕芳

校对：段丁

招商热线：

020-34323160

13926188921

报料电话 ：020-34323010，343213152��或 扫码

免费派送到户 贴近居民生活

帮您精准锁定天河北消费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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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政务信息公开

林和街用阳光政务打造服务型政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雯雯 通讯员 廖

文波）

在天河区委、 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在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的指导下， 林和

街以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为抓手，

认真落实 2020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强化

政务信息管理， 加强政务信息公开， 着力

打造阳光型、 服务型政府。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 根据人员变动情

况及时调整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定期

部署研究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协调解决工

作中遇到的问题， 指定党政综合办公室为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 并安排专人负责，

确保政务公开工作扎实有序开展。

二是强化信息管理。 围绕落实新修订

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林和街把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作为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的重

要内容， 加强信息发布呈批及保密审查工

作， 完成对 2017 年印发的文件开展公开属

性和有效性评估调整工作， 并在区门户网

站公开。

三是强化公开意识。 林和街按要求编

制试点领域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 并在

区政府门户网站以文件汇编形式公开， 强

化对信息公开申请经办人员的业务培训，

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工作。

四是强化监督保障。 为进一步加强舆

情处置工作， 林和街在街道政务服务中心

设立政务公开专区， 并提供网络查询服务。

街道按编制的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加载

信息， 在政府信息产生后或变动后 20 个工

作日内， 按目录加载上网公开， 主动接受

群众监督。

林和街扎实做好新时代党管武装工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雯雯 通讯员

廖文波）

近年来， 林和街立足自身实际，

充分认清新形势下党管武装的重要性，

切实重视和加强党对武装工作的领导，

围绕武装工作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目标，

党管武装工作取得新的成效。

深化思想认识， 提升党管武装

政治责任

林和街始终把武装工作作为一项严

肃的政治任务来抓， 切实做到管方向、

抓根本、 议大事、 解难题， 从三个方面

扎实抓好落实：

一是坚定信念不动摇。 将习近平总

书记强军思想纳入党工委中心组理论学

习计划， 自觉强化国防观念。 大力加强

民兵预备役思想政治建设， 搞好光荣传

统和职能使命教育， 进一步增强了民兵

预备役人员政治上的坚定性、 思想道德

的纯洁性和履行国防义务的自觉性。

二是凝聚合力不放松。 坚持把武装

工作纳入全街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总体

规划， 定期召开会议听取研究武装工作，

切实做到武装工作与其他各项工作同安

排、 同部署。

三是狠抓国防教育不懈怠。 不断拓

展国防教育覆盖面， 通过微信公众号、

宣传栏等宣传载体 ， 大 力 开 展 以 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全民国防教育 ， 不

断 强 化 全 民 国 防 意识和国防观念 。

此外， 积极引导广大民兵预备役参与

疫情防控、 文明城市创建等急难险重

任务， 有效确保民兵预备役建设的正确

方向。

深化基础建设， 提升后备力量

建设水平

林和街通过“两个全力、 一个坚持”，

全面提升后备力量建设水平： 一是全力抓

好民兵整组建设， 制定整组工作实施方

案， 组织召开整组工作动员会， 经过有效

的宣传发动和严密组织， 按时满员地完成

了民兵整组任务； 二是全力抓好兵役登记

及征兵工作， 及时组织召开征兵工作动员

部署， 确保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征兵安全。

街辖内18岁男性居民完成登记率为100.0%。

继续推进“精准阳光” 征兵， 辖区适龄青

年报名积极踊跃， 应征报名6人、 体检合格

3人； 三是认真落实民兵应急分队值班工

作， 坚持以应急任务为牵引， 紧贴“急、

难、 险” 突发战备任务， 实行重点时段24

小时战备值班制度， 执行各类任务2次， 出

动民兵90人次。

深化双拥共建， 提升拥军优属

工作水平

林和街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把

双拥工作作为政治工程， 不断推进拥军优

属拥政爱民工作创新发展， 开创了双拥工

作新局面。 在全面落实常态化联系制度方

面， 林和街对“三属”、 伤残军人、 义务兵

等优抚对象进行走访慰问， 配合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为军烈属发放慰问金； 在有效落

实优抚工作方面， 林和街为8名在册义务兵

发放2020年优待金， 为辖区内的3户现役军

人家庭送去立功喜报， 为退役军人办理社

保接续35人。

人大林和街道工委组织开展

2021年例会前集中视察活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雯雯

通 讯 员 廖 文 波 ）

1 月 14 日 、15

日， 人大林和街道工委组织开展

2021 年例会前集中视察活动，活

动以座谈会与实地调研相结合进

行。省人大代表李梅，市人大代表

高玉华，区人大代表李笑娟、张妙

娟、伍重韬等 16 位代表，林和街

道办事处主任林剑辉及雅康社区

相关负责人参与活动。

代表们首先审阅了“一府两

院”及区人大工作报告，听取了林

和街道办 2020 年情况总结、检查

督办了 2020 年社情民意及代表

建议办理落实情况， 酝酿了区九

届九次会议拟提出的建议。

与会代表对林和街 2020 年

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了肯定，

并重点围绕老旧小区微改造

排水达标工作及无物业管理

小区加装电梯后期管养等关

乎民生福祉的问题展开热烈

讨论，提出初步意见建议 。 会

后，代表一行实地走访雅康社

区华康小区、侨景大厦老旧小区

视察微改造情况。

代表们来到雅康社区视察老旧小区微改

造情况。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