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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派送到户 贴近居民生活

帮您精准锁定车陂消费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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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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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刘展萍

40 年峥嵘岁月，40 年风云激

荡。 今年是天河区车陂街道成立 40

周年，从 1981 年至 2021 年，一代代

车陂人逐梦前行、奋力拼搏、敢闯敢

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为天河高质

量发展贡献了“车陂力量”。

5 月 26 日， 车陂街道举行座谈

会， 邀请了车陂街历任书记主任、在

车陂街退休的副处级以上领导，以及

现任街道领导班子成员等共约 70

人欢聚一堂，共同回顾车陂街 40 年

的历程。

先行先试

这些“车陂经验”亮了

1981 年 5 月，车陂街道党委、办事处正式成立，从此开启了车陂街改革发展

的新篇章。 40 年来，车陂街历届班子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全街党员

干部群众，在一个接一个的先行先试工作中交出了满意答卷，开创了多个“车陂

经验”。

40 年来，车陂街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全面进步。从过去的“城乡接合部”，发展

成为包括天河区最大城中村、天河东部最大商圈、东圃老城区、现代化物业小区

的“城市综合体”；从成立之初的数个社区，发展成为下辖 17 个社区居委会和 1

个村改制公司，户籍人口近 5 万人、常住人口 15.4 万人，街道面貌正在发生日新

月异的变化，呈现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百业兴旺、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

为天河高质量发展贡献了“车陂力量”。

亮点 ：创新党建模式 实现党建工作服务到户

40 年来， 车陂街坚定不移抓党

建、 聚民心。 2000 年， 广州氮肥厂

800 多名党员移交车陂街党委， 车陂

街党员人数从 300 多人变成 1100 多

人。

2001 年， 车陂街被定为天河区党

建工作试点街道， 2005 年， 时任省委

副书记刘玉浦挂点联系广氮社区后，

广氮社区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广氮社

区探索创新“三三制” 楼组党建工作，

在有三名以上党员的楼组建立党小组，

在有三个以上党小组的楼群建立党支

部， 从而形成“社区党委———楼群党

支部———楼组党小组” 的三级组织体

系， 形成“小事不出楼组， 大事不出

社区” 的和谐态势， 令广氮社区被评

为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2016 年， 车陂街创新推行“双网

双到” 基层党建模式， 在社区构架起

以基础网格和党建网络为核心的“两

张网”， 实现党建工作网格化、 党员

联系网络化。 党组织、 党员服务群众

到户、 到人， 打通了党组织、 党员服

务群众最后 100 米， 2019 年 6 月车陂

街道党工委被广州市委评为先进党组

织。

40 年以来， 车陂街坚持以党建

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坚定不移

强治理、 保平安。 2014 年 10 月，

区委区政府把车陂街定为创建“干

净整洁、 平安有序” 示范街道， 带

领街道探索社会综合治理新途径。

2014 年 11 月， 车陂街组建了

全市首支综合执法队伍， 探索出

“一支队伍联勤执法” 基层社会治

理工作新模式。 该模式在不改变执

法主体、 不改动执法程序、 不增加

人员编制的前提下， 整合公安、 城

管、 安监、 食药监等行政执法资源，

组建“公安+城管+N” 的一支综合

执法大队联勤执法， 建立“前台共

管， 后台分流” 工作机制， 有效解

决一系列城市管理顽疾。

2015 年， 车陂街先行先试开展

“三线” 整治， 经过 7 个月努力， 车

陂村清除了电话线、 电视线、 网线

乱拉乱接的现象， 整治过程中剪除

了 200 多吨废电线， 成为行之有效

的经验在全市推广。

在复杂地区整治方面， 2016

年， 车陂街整合资源， 在市、 区的

支持下， 以超常规力度推进马鞍山

地区综合整治， 拆除了 40 多万平方

米违法建筑， 彻底消除了困扰车陂

街多年的安全隐患， 治安形势有了

极大好转。

2017 年金融城东区开始进行征

拆工作， 在短短的 9 个月内， 253

栋村民房屋和约 17.1 万平方米集体

物业全部征拆完毕。

2020 年， 车陂街先行先试城中

村垃圾分类工作， 坚持党建引领、

精准施策， 搭建“管理、 分类、 收

运、 责任、 宣传” 的“五网” 融合

共治， 探索一条适合城中村实际、

可复制、 可推广的垃圾分类管理新

模式。

40 年来， 车陂街还有效解决了

包括创建卫生街区、 车陂涌截污工

程、 创卫、 创文、 治水、 违建治理、

疫情防控等在内的一系列基层社会

治理难题， 探索了许多行之有效的

经验和做法， 促进了辖区经济社会

各项事业快速发展， 先后获得全国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全国

“扫黄打非” 先进基层示范点、 广州

市维稳及综治先进集体等荣誉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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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车陂亮点”

回顾街道发展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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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

2

坚持党建引领 探索社会综合治理新途径

车陂街道举行“庆祝车陂街成立四十周年座谈会”。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