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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灶，坐拥田园景色、深

藏文化底蕴、集聚产业创新、

强化党建引领。2019年以

来，丹灶镇以党建统领全局，

推创新之举、汇各方之智，精

准制定丹灶乡村振兴要深入

实施“点上微改造、线上连片

试、面上总动员”的“点线面”

战略。

在市、区、镇、村居四级

联动，集中攻坚推动下，丹

灶镇乡村振兴工作取得重

大进展。

丹灶镇从大处着眼，从

小处着手，大力开展农村环

境卫生整治，构建美丽家

园。对全镇176个自然村进

行微改造，开展“三清三拆三

整治”行动，75600人次参

与，清理处置生活及建筑垃

圾超过31200吨；27个村居

实现大市政保洁；今年年底，

丹灶将至少完成189座农村

公厕建设和改造项目。

丹灶镇精心打造 7 个

乡村振兴示范村居，仙岗、

良登、塱心入选市级乡村振

兴示范村（居）建设名单，罗

行、劳边、仙岗满分通过美

丽文明村居验收评估。大

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美丽田园，2019 年完成高

标田整治4400亩，田头棚

整治 809 个、整治面积约

8.33万平方米。

丹灶镇坚持把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作为乡村振兴的基

础，描绘美丽乡村新画卷，打

造美丽廊道。“一岛两湖”成

为佛山市十大美丽田园项

目，“有为水道”获选为佛山

市美丽乡村示范片区，丹灶

镇被纳入佛山市“百里芳华”

乡村振兴示范带，点上开花，

连片示范，全面振兴的生动

局面初步显现。

有为丹灶敢为先，乡村

振兴正当时。2020年，丹灶

镇将聚焦攻坚重点建设“一

岛两湖十里片区”，推进“双

峰突起”、“四面开花”。把城

西村级工业园连片改造与有

为水道乡村振兴连片示范区

相结合、把大金工业园连片

改造与翰林水道乡村振兴连

片示范区相结合，加速推动

仙湖氢谷特色小镇、国家安

全产业示范园区建设，努力

开拓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新

路径。

推创新强智造 经济发展显韧性
丹灶锤炼党员干部“工作韧性”，造就有为之乡“韧性”基因

丹灶镇是佛山南海具有鲜明发展特质的一座城镇。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探索以智能制造、生态文明为基本取向的科学发展道路。

在疫情影响经济发展的形势下，拥有后发优势和先发机遇的丹灶，其经济发展的“韧性”愈发展现出来。事实上，不只是经济韧性，丹灶镇的设施

韧性、服务韧性、治理韧性等多个“韧性指标”都承受住了很大的考验。

在武侠小说中，有一种

韧性很强、刀枪不入的“金

丝软甲”，丹灶镇的“金丝软

甲”便是一直坚持建设富有

韧性的高质量全面发展标

杆镇。丹灶镇以党建统领

全局，锤炼党员干部“工作

韧性”，形成强劲合力，造就

有为之乡的“韧性”基因。

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工作中，丹灶“韧性”基因

得到充分体现。1月22日，

南海区召开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工作会议，丹灶镇委、

镇政府快速反应，迅速部署

成立丹灶镇疫情防控领导

指挥小组，镇委书记担任总

指挥，镇长担任常务副总指

挥，共设11个专责组，全面

打响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

阻击战。

党员干部作为防疫先

锋，带领热心群众积极抗

疫。值守员、宣传员、联络

员、服务员……在防控工

作中，党员干部们担任着

不同角色。全镇上下拧成

一股绳，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

贴心服务助力企业顺

利复工、梳理政策实地指

导、线上培训攻关项目申

报 、全 天 候 服 务“ 不 打

烊”……丹灶镇聚焦关键重

点、精准施策，推出“八极

拳”式的一系列贴身服务，

有序推动镇内企业复工复

产，以“保姆式”服务激发企

业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

“战斗力”。

在经济韧性不断融入丹

灶发展血脉的同时，城市建

设现代化的蜕变，也在试炼

着丹灶镇治理韧性。

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离

不开人才的集聚。而聚拢、

留住人才，则离不开城市的

优质配套。从小学到高中，

实行12年一贯制教学的南

海中学实验学校，目前已选

址丹灶仙岗社区，预计明年

将投用招生。作为南海优质

教育品牌，该校的建设投用，

将在丹灶教育事业拼图上补

上“完美的一块”，大幅提升

丹灶教育品质。

备受外界关注的区人民

医院新院区与丹灶相毗邻，

计划今年年底竣工投用。南

海区计划投资24亿元的丹

灶轨道交通项目启动研究，

丹灶市民未来或可在家门口

享受三甲医院服务，看病寻

医拥有多元化、便捷化选择。

路通，财通。多条快速

路的建设将带来丹灶的区位

变革，包括广佛新干线及西

延复合通道工程、佛山市季

华路西延线工程、南海中线

公路工程等，将重构丹灶周

边路网格局，为丹灶各大产

业发展、城市更新注入更多

“造血细胞”。

丹灶镇对标国家级产业

园建设管理标准，开展园区

综合整治，打造美丽园区。

有序推进8个村级工业园改

造提升试点项目，总面积

2375亩，完成131个村级工

业园区环保升级，落实园区

内企业整治1523家。

丹灶镇是在生态文明建

设的总体框架下构建自身的

产业体系，对接全国经济发

展的生态化趋势、智慧化方

向、人本化要求，才能拥有参

与全国中高端竞争的能力。

因此，丹灶的城市建设和产

业经济“提速提质”，其实质

是跳出工业文明模式，进入

生态文明模式，在生态文明

中定位自身的发展区间。这

种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

经济高速高质运行，将使丹

灶镇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

独树一帜。

■丹灶镇不断加强高端产业园区建设。 （资料图片）

■丹灶城市更有魅力。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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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创新和智能制造与

民营经济的稳健发展，是丹

灶镇“韧性”基因中最亮眼的

片段。发起产业创新和智能

制造业领域的品质革命，让

高品质密码深入多元化行业

的实践，奠定丹灶科技创新

产业基本盘的质量基础。

今年3月，丹灶镇成功

签约北理工亘舒智能医用

冷箱与云监控平台、广东广

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部、

澹浦科技园3个重点项目，

总投资达8亿元。

在刚刚过去的5月，佛

山首个研发生产类院士法

人项目落户丹灶投产，并发

布“加速器”十条，打造“湾

区科创加速器之城”；南海

日本中小企业工业园三期

首批签约日企成功入驻，丹

灶将建3000亩中日合作科

技产业园；佛山市南海区推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

在丹灶镇举行，现场还举行

了仙湖氢谷十大项目启动

暨佛山仙湖实验室工程建

设启动仪式，一批氢能产业

重大项目在仙湖氢谷加快

落地推进，为丹灶氢能产业

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产业结构的变化往往

预示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

型，从丹灶镇上半年的情况

来看，经济由技术、创新、人

才等要素驱动的趋势更加

明朗，这种内生型的经济增

长机制对丹灶镇发起产业

创新和智能制造的品质革

命具有重要意义。

在丹灶80多家智能安

全企业中，广东安林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智能

安全控制板，产品主要配套

安防类行业的智能交通指

示系统、路桩升降系统、道

闸系统、楼宇门禁控制系统

等，为高速路口、村居、小区

防疫监测点提供安全保

障。还有生产红外线测温

通道门的企业，可大大提高

公共区域防疫监测点的体

温监测效率，减少工作人员

负担以及人员交叉感染几

率。越来越多的高品质“丹

灶智造”奔赴全国各地抗疫

前线和市场。

致力打造生态产业和

智能制造集聚地的丹灶，实

现“小草”加快成长，“大树”

接踵落地，围绕升级传统产

业和布局氢能、智能安全两

大新兴产业，民营企业与外

资企业共同构筑全新的工

业体系，一条科技创新经济

带已在丹灶形成。

●丹灶镇3家企业

入选2019年度佛山高新

区高成长企业榜单；

●建立4支队伍，撬

动资金20亿，全力推进

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

●丹灶镇第三届党代

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将聚

焦攻坚打响“四大会战”；

●丹灶镇三届人大

八次会议召开，深入实施

六大战略布局加快高质量

全面发展步伐。

●发挥党建引领优势，

全 民 参 与 疫 情 防 控 ，

2000多名党员干部奋

战一线；

●丹灶镇打响了南海

区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新

年第一枪”，开启6700
亩村级工业园综合整治；

●丹灶打好服务“组合

拳”，政企携手做好疫情防

控，多措并举推进有序复工

复产。

●各中小学线上开学，

2万名师生参加开学典礼；

●第一季度三大重点

项目签约，总投资8亿元，

打造湾区投资洼地；

●田间地头春耕忙，水

产行业“飞来”全国订单；

●80多家智能安全

企业全复产，加快智能化

升级。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仙湖氢谷十大项目启动，总

投资达120亿元，丹灶氢能产业

发展再添新引擎；

●佛山首个研发生产类院士法

人项目在丹灶投产；

●发布“加速器十条”，打造“湾

区科创加速器之城”；

●南海日本中小企业工业园三

期首批签约日企成功入驻，丹灶将建

3000亩中日合作科技产业园；

●镇长带着丹灶优品上线叶璇

淘宝直播间，为“丹灶制造”代言。

●召开2020年“创文”工作推进

会，九大重点工程齐发力；

●丹灶镇人大围绕五大主题创

建28个特色联络站；

●创新开展“媒体驻村”基层党

组织共建结对，聚焦“有为水道”乡村

振兴连片示范区；

●召开党员干部作风建设暨纪律

教育大会，紧绷廉政弦，筑牢防腐线；

●南海区人才服务驿站（南海安

全研究院）落户丹灶，“私房菜”式服

务匹配人才需求。

6月

制图/杨淑萍

●主要领导带头购物消费，提
振市民消费信心，助力服务企业渡
过难关；

●召开乡村振兴建设项目推进
会，加快建设项目落地，打造美丽宜
居乡村；

●全力推进“厕所革命”，189
座公厕今年“大变身”；

●召开安全管理工作会议，要
求企业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金宁社区家长学校获国字号
荣誉，被命名为全国家庭亲子阅读
体验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