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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陂政务

车陂街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宣讲团“流动送教”分享红色故事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通讯员 刘

德根）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近日，车陂

街多措并举，通过组织党员干部和居民

观看红色电影、分享红色故事、参观红

色基地等，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期间，车陂街组织党员干部、居民

群众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观看《我和我的祖国》《夺冠》《八佰》《榜

样 5》《美术经典中的党史》等红色电影。

用红色影视激励党员和群众，深刻感悟

和自觉践初心担使命。

同时， 车陂街成立了由机关干部、

社区党组织书记、 非公企业党组织书

记、老党员、在职党员等组成的“小喇

叭” 宣讲团，“以上门送学”“流动送教”

等方式，深入机关、社区、学校、企业单位

分享红色故事，弘扬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

因。目前，车陂街共开展红色故事分享活

动 165 场，参与人数 3780 人次。

此外， 车陂街还先后组织 1500 余

名党员和群众去到中共“三大”会址、毛

主席视察棠下纪念馆、 李坚真纪念馆、

从化云台山战役遗址等红色基地，开展

红色教育 41 场次。

车陂街开展“双微”行动

党员认领心愿 为困难居民雪中送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

5 月 8

日，天河区车陂街举行“您的心愿、我

的志愿”“双微”行动启动仪式，在全街

广泛开展征集、 认领和办好民生微项

目，实现群众微心愿，切实解民忧、纾

民困、提服务、惠民生。

现场， 车陂街属各党组织及党员

积极认领了微项目、微心愿。 其中，天

雅社区党总支部认领了天河广场垃圾

房的民生微项目。 据了解，天河广场没

有误时投放点， 现有临时露天堆放垃

圾点时时会产生异味， 引起东华居居

民投诉。 天雅社区党总支部多次联络

推动天河广场物业， 将垃圾房设立事

宜提上议程。 经广泛征求小区居民意

见， 天河广场最终敲定了垃圾房建立

地点，目前正在准备动工事宜。

此外， 慧雅社区党支部认领了众

英康桥幼儿园旁边小道整治事项。 众

英康桥幼儿园与广氮北环交界的这条

无名路，经常出现车辆乱停的现象，不

仅干扰居民的正常出行， 而且影响幼

儿园的上下学，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长期以来是居民的一块“心病”。 为此，

慧雅社区党支部主动认领了整治这条

小道的微项目， 现整治工作正在抓紧

落实中。

此外， 来自四季时尚荟商圈党支

部的黄敏、藏绿环保党支部的黄启明、

宜帮家政服务党支部的刘翠霞、 锦信

达物业管理党支部的梁丽娥等在职党

员， 分别认领了 4 位车陂辖区居民的

微心愿， 为这些经济紧张的家庭雪中

送炭。“在车陂街，‘双微’行动应该长

期做，帮助弱势群体实现微心愿，我们

在日常工作中要留心观察、 记在心

里。 ” 车陂街道党工委书记曾东标表

示，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认

识开展“双微”行动的重要意义，问需

于民广泛征集心愿， 充分整合资源精

准开展服务。 街属各党组织、各科室部

门要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加大宣传力

度， 各级各界捐赠的物品及资金使用

要做到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确保“双

微”行动取得扎实成效。

车陂街全力整治交通秩序保畅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高晓丽 李颖哲）

为改善辖区道路交通

秩序， 提升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和缓解

拥堵能力和水平。 自 4 月 14 日起，车

陂街开展“奋战三百天、全力保畅安”

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专项行动， 在重

点路口设置人员， 对非机动车骑乘人

员不佩戴头盔、逆行，行人闯红灯等违

法行为开展劝导和查处。 5 月 13 日，车

陂街还牵头组织天河区公安分局交通

大队、天河交警、车陂派出所、车陂综

合执法大队、 交通查扣组开展“五类

车”联合专项整治行动。

据了解，为整治辖区交通，车陂街

成立了“奋战三百天、全力保畅安”车

陂街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 在前期搜集掌握的各路段路口交

通情况的基础上， 划分了重点整治路

段和区域，以东圃大马路、二马路、大

岗路 3 个重点路段

（路口）

为整治重

点，通过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全面推

动全街道路交通秩序持续改善。

同时， 车陂街集全街之力， 通过

“网格整治、条块结合、重点治理、宣传

教育”多管齐下，营造“全街动员、全员

参与”的交通秩序严查严管氛围。 车陂

街根据实际情况规范设置各类警示、

提示标志，并摆放水马，将机动车与非

机动车进行隔离； 设置交通文明宣传

岗，采用“六选一”、抄写、宣读交通安

全法规等形式， 对不戴头盔等的违法

骑乘人员等， 开展现场思想、 知识教

育。

5 月 13 日， 车陂街还牵头组织区

公安分局交通大队、天河交警、车陂派

出所等开展“五类车”联合专项整治行

动。 本次行动以东圃二马路路口及周

边、天坤片区的“五类车”为整治重点，

依法对非机动车无牌无证、不戴头盔、

闯红灯、 运用三轮车游动乱摆卖等违

法行为进行清理整治。 据悉，下一步，

车陂街将继续加大力度开展“五类车”

的整治行动， 加强对群众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 严防道路交通违法事故的发

生。

基层环境引发街坊纠纷

人民调解工作室来化解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

员 高雪晴 黄志敏）

为了更好地为

社区、 企业和居民提供生态环境

专业人民调解服务， 及时、 妥善

化解基层环境矛盾纠纷， 近日，

广东省首个街道环境保护纠纷

人民调解工作室———车陂街环

境保护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 在

车陂街美好社区成立并举行揭牌

仪式。

据了解， 车陂街环境保护纠

纷人民调解工作室， 是全省首个

建立在街镇一级的生态环境纠纷

人民调解工作室， 是专门调处涉

及环境保护类纠纷的专业性基层

人民调解组织。 该调解室由广东

省环境保护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联合天河区司法局、 市生态环境

局天河分局、 车陂街道办事处共

同设立， 采用行业性专业性调解

机构与基层行政调解、 人民调解

合作的方式， 把行业调解、 专业

调解、 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紧密

衔接起来， 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同时整合生态环境专家学者、 专

业律师、 环保志愿者、 人民调解

员等丰富的资源和力量， 旨在解

决发生在基层影响群众生产生活

的生态环境保护、 环境污染等各

类矛盾纠纷， 以及因生态环境破

坏、 污染等引发的涉及民间损害

赔偿的矛盾纠纷。

同时， 调解室还将提供生态

环境类公共法律服务。 积极宣传

环境保护、 生态文明理念， 普及

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提高

基层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车陂街环境保护纠纷人民调

解工作室成立暨揭牌仪式。

车陂街开展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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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