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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红色基地 帮扶困难群众 严守防疫一线

车陂街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杜

杰 刘德根）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车陂街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多措并举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据了解，车陂街充分利用市、区和

本街辖区的红色教育资源组织开展形

式多样的学习活动，先后组织1500余名

党员群众参观广州起义纪念馆、广州农

讲所、李坚真纪念馆等，弘扬红色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同时，邀请专家教授为

车陂街党员干部讲党史，组织辖内老党

员、老专家等谈感受、说经历、讲党课，

利用车陂同舟+社联、微社区e家通文化

车陂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平台，推送党史

知识要点，营造浓厚学习氛围。

在服务群众上，车陂街积极为民办

好事、办实事，用心用情用力为残疾人、

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和老百姓送上细

心服务。 今年上半年，车陂街为3469位

70岁以上老人发放长者长寿金124.64万

元， 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4万

元， 发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50.25万

元，发放困难党员、特困党员慰问金11

万元。 举办“春风行动2021”促进异地务

工人员就业系列专场招聘会，“就业携

行”和“就业零距离”线下专场招聘会共

3场；全力推动东圃大马路、二马路的品

质化提升， 全线铺设沥青约1.6万平方

米，道路标识划线约700平方米，安装井

盖约300套，安装护栏近1300米，全面优

化周边营商环境。

今年5月，车陂街迅速组建30支党员

突击队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24小时

坚守城中村各个卡口；加强对餐饮行业、

药店、诊所、专业市场、农贸市场等15类

重点场所的疫情防控；社区“三人小组”

冲锋在一线，做好流调和居家隔离工作，

守好群众“安全线”。同时，组织干部职工

深入车陂南站地铁口、 车陂站地铁口及

小区和村内各出入口引导居民群众接种

疫苗；街道全体党员干部职工、18支社区

“志愿服务队” 积极深入到各个检测点，

顺利完成2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共完成

近36万人次的核酸检测任务。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车陂街还组织

开展“学先进、找差距、明方向”主题党

日活动，以支部或者党小组为单位召开

座谈会，由党员分享方志敏、杨靖宇、赵

一曼等革命先烈的故事，学习他们的优

良精神品质，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青

年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际行动

为车陂发展增光添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杜

杰）

为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近年来，

天河车陂街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推进普

法工作，组建法治宣传队开展定制化普

法，运用新技术开展“互联网+普法”。

工作中，车陂街充分发挥街道法律

顾问和“一社区一法律顾问”队伍作用，

组建联动化普法队伍， 整合车陂司法

所、街道党建工作办、综治治理办、行政

执法办、公共服务办、团工委等线口工

作人员，成立由党员、律师、高校法律专

业学生和志愿者等骨干组成的法治宣

传队伍，并定期开展法治宣传咨询活动

和“法律六进”活动。

在此基础上， 车陂街开展定制化普

法活动，“因人而异”进行普法。如针对居

民群众，每月开展“法在身边”普法活动；

针对村社“两委”干部，开展“经营管理”

普法活动；针对企业开展“菜单式”普法、

针对学校组织“法治护航”行动、针对机

关单位召开“提升能力素质” 法治讲座

等，让法治理念和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除此之外，车陂街还利用“互联网+

普法”等线上线下宣传方式，打造多元

化普法阵地。 今年以来，共印发各类法

宣资料 30000 余份， 线上普法 2000 余

人次，开展法律咨询等活动 40 场，开展

疫情防控知识以案释法典型案例 30 余

次，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法治宣传零

死角、矛盾纠纷零上访的“三零”目标。

车陂街线上线下联动推进普法工作

一条网线一支队伍 普法阵地多元化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通讯员 杜

杰 刘德根）

为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

建立环境优美、 生态健康的美丽车陂，

今年以来，车陂街多措并举全力做好环

境保护工作。

据了解，车陂街成立街道环保工作

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专题会议，明确工

作任务和工作重点， 逐级压实工作责

任，严格落实好组长负责、值班值守、请

假销假、工作报告等制度；明确街道职

能部门、 社区及辖内企业的主体责任，

对照环保工作目标任务，建立健全长效

监管、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构建起上

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在加大宣传力度方面，车陂街要求

村（

社区

）组织开展环境宣传教育活动；

通过微信公众号、QQ 群、LED 电子屏、

村社宣传栏等载体，广泛宣传环保政策

和环保知识， 号召群众从身边小事做

起，履行环保责任，树立环保理念，呵护

环境质量。

另外，车陂街还建立了环保工作督

查整治组， 围绕餐饮企业占道经营、油

烟扰民和建筑工地的噪音扬尘及医疗、

汽修等行业废弃物排放等问题开展整

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的方式，对村（

社

区

）、辖区企业的环保工作开展督查，对

发现的问题当场予以反馈， 责令整改，

并安排专人逐一核查落实情况，确保环

保工作取得实效。

今年以来， 车陂街共巡查工地约

100 次，检查涉气企业约 128 家，检查餐

饮企业 420 家， 排查危险废物企业 60

家，关停取缔 5 家“散乱污”场所。 其中，

仅 9 月份，共出动 200 余人次，查处问

题 20 余宗，办结各类问题 30 余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

员 杜杰 刘德根）

近日， 广东省文

化和旅游厅发出公告， 拟推荐 12

个项目申报 2021~2023 年度“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其中，“车陂

扒龙舟”榜上有名。

车陂龙舟文化历史悠久，车陂

街充分整合、利用街道党校、中小

学、幼儿园、龙舟文化展览馆、村内

祠堂等场所资源，通过“龙舟文化+

艺术+公益+旅游+环保+时尚文

创”的跨界交融方式，形成车陂“1+

17+N”的文明实践阵地体系；打造

广州首个非遗展览馆———一水同

舟龙舟文化展览馆。 展览馆运营至

今，总接待人数 10277 人，打通宣

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

在推动民俗文化发展方面，车

陂街以龙舟文化为切入点，在社区

开展各类祠堂文化、 中元文化、龙

舟文化等活动，搭建本地人与来穗

人员互助交流平台，增强来穗人员

对车陂的认同感。 同时，车陂街广

泛发动党员、志愿者和热心群众力

量，积极参与法治宣传教育、矛盾

纠纷化解、社情民意收集与社会治

安防控等基层社会治理中，村风民

风有极大好转，真正实现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为打造龙舟文化品牌，车陂街

开展“尚天河”“国际龙舟赛”“一水

同舟”“龙舟剧” 等系列活动，2017

年至今， 参与人数超 350 万人次，

影响广泛。 通过坚持将弘扬传统民

俗文化与促进社会治理相结合，将

车陂居民爱水、爱龙舟的热情转化

到治水护水中。 为此，车陂街成立

车陂龙舟文化促进会党支部，充分

调动辖区居民群众积极参与治水

护水，让每一支龙船队都成为护河

志愿者队伍，每支龙舟志愿者队伍

都成立党小组，将“党组织建在龙

舟上”，实现车陂“水更清、人更善、

景更美”。

202 1~2023 年 度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推荐名单发布

“车陂扒龙舟”

榜上有名

车陂街多措并举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车陂街开展党史教育专题培训。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