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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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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自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天河区扎实推

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据

悉， 天河区以 2021 年度十件民生实

事项目为重点，由区属各单位结合职

能提出第一批重点民生实事 120 项，

逐项制定工作方案，建立项目全生命

周期管理机制，确保每项举措落细落

实落具体，实实在在为群众做好事办

实事解难事。

全区 88个老旧小区微改造

目前，天河区正在大力开展党组

织认领微项目、党员认领微心愿“双

微”行动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志愿服

务专项行动，以全区 700 支党员突击

队、近万名突击队员为先锋，以单位

党组织和在职党员为主体，依托全区

248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党群服

务中心融合阵地、2337 个基础网格党

组织、天河中央商务区 105 个楼宇党

群服务站，广泛征集、认领、办理民生

微项目、群众微心愿。 其中，天河区把

老旧小区微改造作为微项目的重点

内容， 全区 88 个老旧小区微改造惠

及 12.07 万人，成功打造了东成花苑、

德欣小区等一批有活力、 有温度、老

百姓满意的品质社区。 结合微改造工

作，天河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不断提

速增效， 办理使用登记证 834 台，累

计发放财政补助 5310 万元， 切实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失业人员开展技能培训

同时，天河区紧紧抓住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办好就

业、教育、医疗等方面重点民生实事。

如把“粤菜师傅”工程作为促进就业、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以就业

困难人员、 失业人员等人群为重点，

开展面点师、茶艺师等饮食相关技能

培训，累计培训 7788 人次。 为解决基

础教育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依托东圃中学创办广州奥林匹克中

学， 成功引进清华附中湾区学校

（筹）

； 执信中学天河校区落户天河，

彻底改变天河东北部教育长期薄弱

的局面。 针对社会高度关注的清华附

中湾区学校

（筹）

等学校的招生问题，

开创性地推出单校划片与多校划片

并存、片区发展和整体布局统筹的天

河义务教育招生模式，在保障教育公

平、就近入学的基础上，通过自主报

名、电脑派位，为群众叠加可供选择

的优质学位资源。

据了解，为推动民生项目增福祉

出成效， 天河建立了区领导班子成

员、区两新组织党工委成员单位等联系

服务企业制度，全区 30名区领导挂点联

系商务区 140多家重点企业，22个区两

新组织党工委成员单位直接联系 105个

两新组织。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中，天河区委组织部开展了“百个机关

支部联百站”六个一系列活动，推动机

关、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为企业和

党员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帮助解

决企业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郭仲然）

为

丰富党史学习教育的形式和载体，在

纪念五四运动102周年之际， 由中共

广州市委组织部、中共广州市委宣传

部、广州市文明办、共青团广州市委

员会主办， 中共越秀区委宣传部、越

秀区文明办、共青团越秀区委员会承

办的“学习实践大篷车”驶进英雄广

场暨越秀区“五四青年节”专场活动，

于5月4日在越秀区英雄广场启动，为

广大市民群众在家门口打造党史学

习的“移动课堂”。

活动通过5名优秀青少年代表开

展“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越秀青

年说、在“学习实践大篷车”重温入团

誓词、 利用VR+AR技术体验学习有

趣的党史教育等创新形式，号召广大

青年深刻理解把握时代潮流和国家

需要，敢为人先、敢于突破，以聪明才

智贡献国家，以开拓进取服务社会。

越秀新青年用行动诠释担当

为展现越秀青年的担当，“学习

实践大篷车”与越秀区的优秀青少年

进行了一次云上约会。 特邀优秀少先

队员代表、 文德路小学学生黄钰凌，

青年人才代表、中山一院精准医学研

究院青年团队党支书王骥，青年企业

家代表、 越秀区青联副主席林子洪，

全国优秀团员代表、 大学生林颖，青

年志愿者代表、共青团青年抗疫先进

个人翁浩洁等优秀青年代表开展“学

党史、强信念、跟党走”越秀青年说，

向广大市民讲述爱国爱民、 锤炼品

德、勇于创新、实学实干的先进事迹

与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越秀青年的

风采与担当。

作为第二十三届“广东青年五四

奖章”候选集体———中山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精准医学研究院青年团队，成

立于2017年8月， 是一支以来自海外

顶尖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归国青年科

学家为核心的青年科研队伍，成员平

均年龄仅34岁。

全国优秀团员代表林颖，现就读

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也

是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志愿者。 她十

余年参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志

愿服务、爱护河涌活动、博物馆讲解

员、垃圾分类、慰问贫困山区、关爱抗

战老兵、一线战“疫”等两百多场志愿

服务活动。

大篷车成移动红色风景线

据了解，“学习实践大篷车”是广

州围绕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基层，结

合文明实践活动度身定制主题专车，

它能在城市街道中穿梭行进，打通党

史学习教育和文明实践活动的“最后

一公里”， 已成为广州一道辐射全城

的移动红色风景线，凝聚起基层蓬勃

向上的红色力量。

在当天“学习实践大篷车”举办

的党史学习课堂中，主办方在原有百

年党史的基础上，还加入了更多“五

四”知识的快问快答题目，吸引了现

场的一众青年和街坊市民都踊跃回

答，场面十分热闹。

除此以外，“学习实践大篷车”志

愿服务大平台中还开展了“我为群众

办实事”便民服务集市，来自区内各

个职能部门和各街道的工作人员聚

焦群众所需所盼的领域，为群众答疑

解惑、办实事，让社区居民们在家门

口、在社区内就能享受到各种便民惠

民服务，感受到“我为群众办实事”的

温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赖泽旋 通讯员

杨益志）

为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 重温

党的历史，近日，越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合驻军将红色课堂开进从红军时期成

长起来的某部营区，通过重温入党誓词、

讲述战斗故事、 参观荣誉展览等活动共

同开展党史、军史学习，让党史学习教育

持续升温！

活动上， 越秀区军休五所军休干部

韩秀峰和抗美援朝老军人沈月鹏分别以

自己亲历的军旅人生和丰富的党史知

识， 结合参战经历和近年来部队发展历

程讲述学习体会， 进一步激发全体青年

官兵学习党史的热情， 教育青年官兵更

好地从党的百年伟力奋斗历程中汲取继

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两名参战老军

人的动情讲述， 让现场的青年官兵和干

部职工深受鼓舞， 战士陈某激动地说：

“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些战火纷飞的硝烟

岁月， 今天的幸福和安定是无数革命前

辈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 流血牺牲换

来的，我们要坚决扛起保卫祖国、建设祖

国的光荣使命”。

越秀区军地联动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不仅是让广大青年追忆当年，感受革

命先辈为革命胜利展现出的崇高理想和

坚定信念， 更是坚定不移地传承红色基

因，发挥党史资政育人功能的神圣使命，

让历史不被遗忘，让荣光永葆灿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钟达文）

5 月 4 日上午，由共青团广州荔

湾区委员会和广州文化公园主办的“唱

响青春赞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2021 年“五四”文艺汇演在文化公

园中心台精彩上演。 活动吸引了 500 多

名团员青年和市民游客欣赏， 不时爆发

出阵阵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记者现场看到，文艺汇演精彩纷呈，

青年演员们以纪念五四运动为主旋律，

以舞蹈、独唱、合唱、朗诵、民族乐器演奏

等表演形式， 为观众呈现出一场主题鲜

明、 具有高度的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

义教育的视听盛宴。 整场演出现场气氛

热烈、高潮迭起，充分展现了广州青年拼

搏进取、奋发有为精神风貌和青春活力。

演出中穿插进行的党史问答， 集知识性

和趣味性，受到了观众们的欢迎，活动中

还别出心裁地安排了来自广州文化公

园、获得 2020 年度“广州好人”“广州市

抗疫先进个人”的青年人现身说法，宣讲

他们在扶贫、抗疫中的先进事迹。活动最

后，一首激昂向上的大合唱《我和我的祖

国》把节目气氛推向高潮，为汇演画上圆

满句号。 此次演出旨在用艺术化的方式

重温百年党史， 丰富青年党史学习教育

的载体， 教育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厚植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党史学

习教育中筑牢信仰根基、汲取前进力量，

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在群众家门口打造党史学习教育“移动课堂”

学习实践大篷车驶进英雄广场

天河推动120项民生实事落实

军地联动学党史

老兵回营讲党课

文化公园中心台

唱响青春赞歌

�

市民登上大篷车学习党史。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活动现场设有义诊摊位。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