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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无小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

讯员 陈云 ）

为了加强党史学习教

育， 让新入职人员以更饱满的精神

状态融入集体、 开展工作，4 月 20

日至 21 日，石牌街道举办新入职人

员培训班， 进行党史学习教育和业

务培训。 本次培训为期两天，共 40

名学员参加。

开班仪式上， 石牌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进行了开班第一课———党史

学习教育。强调要学思践悟，特别是

结合党史教育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对党忠诚不动摇，理论学习不懈怠，

求真务实守初心， 在勤学善思中增

长才干。要崇实尚干，要有敢于担当

的责任意识、 有勤奋踏实的工作作

风，学会在工作中“弹钢琴”，努力在

敬业奉献中展现担当作为， 在基层

历练中增长才干。要守之以谦，要坚

定为民服务的宗旨情怀， 带着深厚

感情做群众工作， 始终做到心里头

装着群众， 在解决群众困难中增长

才干， 真真正正把群众的美好愿景

转变成实实在在的丰硕成果。

此次培训采取“授课+小组讨

论”的模式开展。街道各科室和下属

事业单位负责人为授课人， 介绍了

各科室的工作职责， 并分享了工作

经验以及工作技巧， 让参训人员对

各科室业务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为更好地开展工作、服务群众进

一步夯实了思想和业务基础。

分组讨论交流会上， 第一小组

学员代表张艳说：“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爱岗敬

业……这些不只是口号， 是要我们

坚持正确的思想认识和实在的工作

态度，做到用心、用情、用脑、用法，

才能提高服务效率、 提升服务质

量。 ”第四小组代表学员章云徽说：

“街道就好比是一个试炼场，往小了

说，可以锤炼个人业务能力素质，增

强使命担当；往大了讲，在一次次切

实为群众办实事的经历中， 以民生

小事，成就国家大事。 ”第六小组代

表学员李穗华说：“在今后工作中将

虚心学习，学以致用，用心用情为人

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

结业仪式上， 街道领导肯定了

本次培训的成效，并提出几点希望：

要进一步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

学习，特别是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把

党史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工作实践

和提升自身能力素质上来。 要以本

次培训为新起点， 努力把学习上的

收获和成果，转化为提高工作水平、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将所学运用

到基层工作中去。要学以致用。务必

拿出“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

的作风， 将学习成效落到为群众办

实事过程中， 让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转化为石牌的生动实践。

石牌街举办新入职人员培训班

学党史 促业务 强服务

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敏）

近日， 石牌街道为民办实事，开

展以“为老助残，健享生活”为主

题的康复理疗体验活动。

每年 5 月第三个星期日为

全国助残日，在全国助残日来临

之际，石牌街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颐康中心） 联合天河区居家养

老服务示范中心、嘉禧社会服务

中心残疾人居家安养项目，链接

嘉禧护理站、嘉禧康复医疗中心

资源， 于 5 月 11 日上午在嘉禧

康复医疗中心开展康复理疗体

验活动，免费为社区长者和残疾

人开展健康理疗服务，活动共吸

引 30 余人参与。

本次活动设置不同的服务

体验摊位， 活动现场井然有序，

参与者进行体温测量及签到后，

领取服务体验券，长者凭体验券

可到康复中心体验免费的问诊、

理疗等服务。

活动现场，社工指引长者到

康复中心，医生对长者测量血压

并进行问诊，针对长者的不同病

症提出合理的诊疗建议和治疗

方案，了解其身体情况之后安排

适合的中医体验服务。本次体验

项目包括中频电疗、 红外线治

疗、推拿按摩等，经过满意度调

查，服务对象反馈医护人员手法

专业，社工服务态度友善，活动

受到一致好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

3 月 29

日上午，2021 年广州市天河区积分入学

系统正式对外开放， 根据往年经验及今

年疫情原因，石牌街道综合保障中心“四

部曲”抓好宣传、部署、引导服务与专班

专线，助力积分入学申请工作顺利开启。

据悉，石牌街道提前部署准备工作，

积极开展宣传活动，现场解答疑难，在各

个社区张贴宣传海报 42 份，上门巡查登

记时派发有关宣传资料 250 份， 提醒群

众积分入学开启时间与关闭时间， 并提

醒大家错峰前往现场提交资料申请账

号。 另外，石牌街道重点开展专业培训，

安排工作骨干参加区来穗局召开的培训

会，并组织积分制入学专班，召集专班人

员召开部署会议 1 次， 进行业务培训 3

次，保证工作人员业务熟悉，流程清晰。

同时， 石牌街道积极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 为避免办事大厅人流密集，在街道

综治维稳大厅设立专场为群众办理申请

工作，引导群众做好防控措施，进门测量

体温，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有序排

队办事。 石牌街道综合保障中心工作人

员提前将系统调试好， 保证办事过程顺

畅。 专班人员当天全体上岗，设立电话专

线，为群众提供咨询服务，确保群众办事

有序不乱， 快捷处理。 现场秩序有条不

絮，工作人员细心认真，群众对工作人员

的服务态度都表示赞同和认可。

积分制入学申请工作首日， 石牌街

道综合保障中心现场服务群众135人，电

话咨询160人次，现场成功申请账号73人，

其中来穗人员69人，港澳人员4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陈颖）

为切实提高城市管理能力，推动城

市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 按照区纪委监

委《关于开展城市管理工作专项监督检

查的方案》的文件精神，石牌街纪工委近

日组织监察站专职工作人员开展街道城

市管理和环境卫生管理专项监督检查工

作。

成立巡查专班。 为充分发挥监察站

力量， 组建由纪检监察干部带队的城市

管理巡查专班和垃圾分类巡查专班，制

定排班表，共出动 22 人次，采取明查暗

访及白天+晚上的方式全面开展城市管

理和垃圾分类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制定巡查机制。 发挥属地优势，紧盯

短板弱项，制定巡查路线，有计划、有步

骤地对辖内天河北路、龙口东路、龙口西

路、天河路、石牌东路、石牌西路、黄埔大

道等路段的市政设施管理维护、 环卫保

洁、“六乱” 整治、 生活垃圾分类、“五类

车”治理、环境噪音和大气污染整治等问

题进行监督检查，做到监督检查全覆盖。

重点围绕垃圾分类推进情况， 建立分片

包干、及时反馈、立行立改、跟踪问效等

工作体系， 对全街 282 个点位、149 个小

区、82 个集团单位的投放点五要素是否

齐全、是否有人员值守、周边环境是否干

净整洁、分类收运是否秩序、是否签订餐

厨垃圾收运协议等情况进行巡查， 督促

相关线口扎实落实垃圾分类推进工作。

强化落实整改。 制定《石牌街每日督

导情况汇总表》 及时汇总每日发现的问

题并督促相关线口限期整改， 并适时对

重点问题、 重点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不

定期回访，杀“回马枪”，搞“再督查”，强

化监督巡查力度。 巡查期间，共发现共享

单车乱停放、违规占用人行道、沙井盖污

水横溢、垃圾分类投放点垃圾满溢落地、

误时投放点分类容器种类不齐全、 照明

设备不足等问题 70 余处， 均已落实整

改，切实提升石牌街市容环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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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街新入职人员培训班

圆满结束。 通讯员供图

石牌街纪工委开展城市管理工作专项监督检查

切实提升石牌街市容环境秩序

石牌街道多措并举做好积分入学工作

学员们在分组讨论。 通讯员供图

石牌街开展康复

理疗体验活动

为老助残

健享生活

工作人员监督检查垃圾分类投放点情况。

通讯员供图

群众现场递交资料，工作人员进行审核。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