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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陂政务

水滴学堂为“小河长”授旗揭牌

车陂街党建引领治水开启3.0新篇章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今年 3

月 22 日是世界水日，3 月 21 日，2021 年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主题活动暨车陂街

“水滴学堂” 揭牌仪式在车陂街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举行，来自广州市河长办、广州

市河涌监测中心、天河区河长办、车陂街

道党工委、车陂龙舟文化促进会、车陂街

社区社会联合组织会、新生活环保促进会

等单位组织的嘉宾来到现场。嘉宾分别为

来自车陂小学、东圃小学、东明荔园学校、

华附天河实验学校、南国学校、西华幼儿

园的“小河长”代表授旗，共同参与揭牌。

坚持党建引领

在实践中摸索在地河涌保护模式

坚持党建引领，在全国推动河长制从

全面建立到全面见效，广州河长制湖长制

工作 2018、2019 年连续 2 年获得国家督

查激励、省考核优秀，车陂涌成为全国治

水典型案例。自 2017 年以来，车陂在实践

中摸索在地的河涌保护模式，建立了当地

社群的三支民间河长队伍，当时以车陂民

俗文化保育为抓手开启志愿巡河。

随着党领共治的不断深入，车陂一水

同舟开启文化+环境的双保育模式，将党

支部建在龙舟上，志愿护水与非遗文化一

同传承，“六个一”让治水护水更具传唱性

和影响力。 以党建引领治水，活化车陂街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学校等阵地，以社区

护水行动为桥梁，撬动更多护水社群参与

到车陂涌民间治理、巡河护水的行列中。

治水是一直备受党中央重视的重要

工作。 今年正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也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每一幕治

水瞬间都是生动的党史故事。 而在车陂

街，继“党员下基层，民间治水齐参与”的

车陂街党领治水 1.0 篇、“车陂一水同舟

开启文化+环境双保育模式” 的 2.0 篇之

后，车陂街党领治水至此开启了 3.0 的新

篇章。

发挥水滴力量

“小河长”参与志愿服务亲身巡河

当日活动现场，车陂街社区社会组织

联合会秘书长邓崇会介绍了“水滴计划”

的具体内容。 该计划结合党史教育、社会

实践和思政教育，让志愿治水活动成为中

小学参与志愿服务的一个切入点，做到保

护身边的点滴水、 践行巡河护水行动、带

动全员参与治水， 发挥每一颗水滴的力

量，共筑绿水青山中国梦。此后，还会将治

水经验辐射到全国各地。

随后，志愿者为小河长们介绍了巡河

护河活动的重要意义、车陂涌治理取得的

成绩、巡河技巧到爱水护水等多个方面内

容，为小河长们普及了生动有趣的理论知

识。 理论课堂结束后，民间小河长们迅速

行动，开展巡河护河活动。

与此同时，车陂公园还组织了丰富的

世界水日活动，现场有好玩的水资源知识

桌面游戏、有关于治水和河流保护的真人

亲身上场的飞行棋、有水科普知识摊位游

戏；此外，现场还有优秀民间河长分享他

们的巡河护水故事。

车陂街召开 2021年第一季度安全生产暨消防安全工作会议

安全复工复产，车陂街要牢记这几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3

月 2 日，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

区、两会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精

神， 车陂街召开 2021 年第一季度

安全生产暨消防安全工作会议，街

道武装部部长、车陂派出所、车陂

市场监督管理所和各科室负责人、

各社区居委会和车陂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消防部经理等 30 余人参加

会议。

会上，应急办主任通报第四季

度消防委托执法工作情况，对近期

安全形势及事故进行分析，并部署

第一季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

作。 一是做好节后复工复产工作，

各社区居委会严格按照“六个一”

措施和“八同”措施落实工作；二是

做好 2020 年度安全生产责任制及

消防工作考核，做好安全生产责任

制及消防安全考核工作；三是做好

安全宣传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

进农村、进家庭的“五进”工作，加

大提示性、警示性宣传力度；四是

做好消防安全和森林防火工作。 积

极发动网格员力量，每日开展“敲

门行动”，通过“入户检查”“上门提

醒”等方式，重点纠治违规住人、违

规用火用电用气、违规停放电动车

等行为；要对林地及周边 100 米内

经营场所开展一次全面的森林火

灾隐患排查， 对房前屋后开展清

扫，排除森林火灾安全隐患，明确

森林防火责任人；五是做好迎接区

2021 年汛前防风防旱防风大检查

工作。 要做好日常的“三防”工作，

配合应急办做好隐患排查等工作。

街道武装部部长李强强调，各

单位要采取有力措施守住守稳守

牢节后复工复产重要节点，确保车

陂街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并强调：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 提高安全生产

的政治责任感； 二是加强日常学

习，各相关科室和社区居委会要严

格落实“三个必须”监管责任和做

好年度考核工作；三是高度重视宣

传工作。 各相关科室、各社区居委

会将“五进”宣讲活动融入工作中，

将宣传常态化，共筑安全的浓厚氛

围。

相关新闻

车陂街举办

安全生产教育“同堂听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3 月 10 日，车陂

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组织辖内村社及物业开展节

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同堂听课”活动。

街道武装部部长李强， 车陂公司党委副书记、董

事长简铭钜等车陂公司班子领导，各经济社正副

社长、消防协管员、村社物业负责人、村治保会成

员、应急办工作人员等 90 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李强肯定了车陂公司在安全生产和消防安

全工作中取得的进步与成效，并结合车陂村实际

情况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

作。 狠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奋力推进车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二是应急处置机制落实到

位。落实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的安全生产责

任制，确保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深入开展全

员安全教育“同堂听课”活动。 三是完善设施设

备。要在复产复工前对各类设备进行一次全面的

检查、检修、检测，确保设备能够正常、安全运行。

加大经费投入，建立和完善应急管理机制。

课上，潘老师围绕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用电

与出租物业的安全管理、商场密集场所安全注意

事项、城中村改造安全提醒以及应急管理处置等

重点安全工作开展，利用多媒体对国内近期几起

事故案例进行深入分析讲解，以直观感受提升村

社及各企业负责人的安全意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

萍 ）

3 月 4 日， 车陂街禁毒

办联合车陂派出所、 街安委

办、 社区居委会对辖区内寄

递物流网点进行联合检查暨

禁毒宣传教育行动， 做好人

防、 物防、 技防措施， 筑起

防范毒品运输的“防火墙”。

行动中， 民警和禁毒专

干向各寄递物流网点负责人

强调， 必须严格落实寄递物

流业 5 个“100%” 管理要求，

尤其是收寄物品时， 一律要

求寄件人出示有效身份证件，

如实登记相关身份信息， 并

开箱验视包裹的内容物， 对

违反法律法规， 危害社会安

全的寄件人和寄递物流网点，

依法予以处罚。 同时在现场

对待寄出包裹进行了抽检，

查看内容物是否与面单标注

一致、 系统后台是否有实名

登记信息。

此外， 在专项行动检查

中大力开展禁毒宣传教育工

作。 以派发宣传单张、 现场

介绍、 现场说案、 现场解答

等方式向从业人员介绍毒品

的种类、 辨别的方式， 提高

从业人员识毒、 防毒、 拒毒

的能力。 下一步， 车陂街将

不定期持续开展寄递物流业

检查工作， 营造良好的寄递

物流环境。

车陂街“水滴学堂”揭牌仪式。信息时报记者 刘展萍 摄

车陂街召开

2021

年第一季度

安全生产暨消防安全工作会议。

通讯员供图

车陂综治办筑起

防范毒品运输

“防火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