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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社 石牌街党工委 联合主办

奋战100天 奋斗新征程
——
—石牌街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暨推进重点工作攻坚誓师大会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唐 硕 通 讯 员
李燕红“
） 我代表石牌三骏企业集团郑

重表态：一是提高政治站位。 坚持党建
引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上下协同作
战，以坚决的态度、严格的措施、果断
的行动，全力落实街道各项工作部署。
二是强化责任担当……”
3 月 23 日下午，石牌街召开“奋战
100 天， 奋斗新征程”——
—石牌街党史
学习教育暨推进重点工作攻坚， 以优
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誓师大会。 大会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潘海彪主持。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潘荣德、 办事
处副主任苑晓泳、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

室主任伍亮、 石牌三骏企业集团董事
长池锦玲等 4 名同志聚焦街道重点任
务进行表态发言。
街道党工委书记黄卓丰同志对街
道重点任务百日攻坚作誓师讲话，提
出四点要求：一是要以坚守对党忠诚、
牢记使命的理想信念干工作， 努力让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 幸福感
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二是要以
保持只争朝夕、 分秒必争的奋进姿态
干工作， 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第一时间
贯彻到基层， 把人民群众诉求第一时
间解决在一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形成推动发
展的强大合力。 三是要以发扬滚石上

山、爬坡过坎的拼搏精神干工作，把深
化城市更新作为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
力、“四个出新出彩”、提升城市品质的
战略路径和重要抓手，集中资源、集中
力量、集中政策，打赢这一场高质量发
展的主动战、 大城市竞争的突围战。
四是要以鼓足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的
改革闯劲干工作， 依靠改革破除发展
瓶颈、 汇聚发展优势、 增强发展动
力， 切实推动石牌街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会议强调， 全体工作人员要提高
思想认识。 各单位、全体党员干部职工
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理解本次誓
师大会的重要意义。 要强化工作措施。

工作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要进一
步确定目标任务， 制定工作作战图和
实施路径，细化工作措施，以天保周、
以周保旬、以旬保月、以月保季，奋斗
拼搏 100 天，把工作做好，做出成绩。要
强化检查督导。 街道重点工作将纳入
街道各单位的绩效检查范围， 并组织
力量跟进检查督导，对工作不认真、敷
衍塞责、应付了事的，将严肃处理。
石牌 街 道 全体 在 职 在编 干 部 ，三
骏企业集团领导班子成员，派出所、司
法所、市场监管所负责人，各社区党组
织书记、居委会主任，绿荷社区公共服
务站站长，各监察站站长 100 余人参加
本次大会。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
—石牌街道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唐 硕 通 讯 员 林
艺彬 ）3 月 17 日上午， 广州市天河区石

牌街道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街
道领导班子、在职在编干部、街属各基
层党组织书记共 100 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通知》精神，以及省、市、区有关会
议精神，对全街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行
动员部署。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用“三个必
然要求”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大意义，用“六个教育引导”深刻阐
明了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的 重 点 和 要 求 ，用
“四项工作要求” 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
了全面动员和部署，为石牌街开展好党
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
会议要求，石牌街要进一步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强化措施，狠抓落实，确
保石牌街党史学习教育有声势、 有力
度、有成效。 一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 结合街道实际，提高思想站位，坚持
守正创新，有力有序扎实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工作。 切实把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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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目标要求融合起
来、贯穿全过程，把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二是
要准确把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目标
要求，压实关键环节，确保学习教育的
针对性。 进一步落实增强党的团结和集
中统一的要求，提高政治能力；进一步
落实感悟思想伟力的要求，提高理论素
养；进一步落实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要
求，提高能力本领。 三是要认真完成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各项任务，抓好贯彻
落实，确保学习教育的实效性。 注重方
式方法创新，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多形
式、分层次、全覆盖党史学习教育。 灵活
用好党校、学习强国等各类学习平台载
体，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
基层、深入人心。 要坚持边学习边调研
边推动落实，深入贯彻省委“
1+1+9”工
作部署、市委
“
1+1+4”工作举措，落实区
委各项指示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在社会稳定、城
市更新、 民生实事等方面下苦功夫，更
好完成全年工作任务，防止学习和工作
“
两张皮”。
会议强调，石牌全体工作人员要将
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 观照现实、 推
动工作结合起来， 同解决实际问题结
合起来， 全力以赴抓落实， 切实把学
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 聚焦
产业升级， 奋力推动石牌经济社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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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上午，石牌街道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通讯员供图
质量发展； 聚焦城市更新， 不断加快
石牌美丽街区建设步伐； 聚焦民生福
祉， 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
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聚焦“令行禁止、有呼必应”，不断完善
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聚焦
党的建设，凝聚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合

力聚。 坚持统筹兼顾， 强化执行有为，
以学习教育成果推进街道中心工作开
展， 以改革发展成绩检验学习教育成
效， 推动石牌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确保“十四五” 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
象，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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