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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规上工业企业

100%复工

千亿大镇以
“党建引领，
党群联防”
筑牢防线，
确保防疫与发展两手抓两不误

截至 3 月 17 日，狮山镇“四上”企业复工复
产 1526 家，完成率 97.76%，规上工业企业复
工率达 100%，防疫相关行业的生产、销售火
爆。
“作为产业大镇，我们要认真理解企业复

将构建“一轴一核两带”发展格局，这“一核”便
是狮山制造业创新核心区。自 1 月 23 日成立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以来，狮山镇下好
联防联控“先手棋”，确保防疫与发展两手抓，
让党旗在战疫一线高高飘扬。

个村居严格执行防疫总要求
75

开局 防疫

·

3 月 4 日，
狮山镇大学
好狮山首个集中隔离点。
城社区发布小视频《战疫
1 月 26 日，狮山镇镇
的一天》，
一群
“红马甲”
设
长、疫情防控指挥部常务
卡查车、为隔离人员送餐
副总指挥黄伟明到上柏社
……动作十分娴熟。大学
区检查防疫情况。在指挥
城社区的举措正是狮山镇
部领导下，狮山镇 75 个村
75 个村居严格按照“外防
居启动守村，群岗社区大
输入、内防扩散、严格管
塘经济社党支部书记邹铭
控”总要求开展防疫工作
华的“土味儿”粤语播报 1
的一个缩影。
月 30 日上了中央一套《新
狮山是如何调动 75
闻 30 分》；红星社区创新
个村居的积极性，万众一
性发放“临时出入卡”，织
心抗击疫情呢？广东省重
密村居防控网……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
3 月初，随着复工复
响应启动后，狮山镇当天
产的深入推进以及高速公
就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路联合检疫检查站的全面
（指挥部）及其办公室，下
撤销，疫情防控工作迎来
午林健便前往罗村医院， 了情况更加复杂的第三个
督导其做好防控物资、人 “十四天”
。狮山镇严格防
力配备、发热门诊等各项
控疫情重点地区返回人
防疫准备工作。
群，将集中隔离点从最初
1 月 24 日正值除夕， 的 4 个增至目前的 8 个，
房
狮山一大早宣布：南国桃
间近1000个。
园观音寺取消祈福活动，
同时，按上级指引接
狮山全镇花市休市！当晚
纳非疫情重点地区返回的
10 时 30 分，
狮山镇罗村社
务工人员，
大力推行
“电子
会管理处卫生和计划生育
通行证”
，
采取设立
“预留外
办公室办事员、罗村社会
来人员居住区”
“
、分批分流
管理处机关党委第五党支
进村”
等灵活措施，
破解回
部党员陈秀峰接到上级电
流务工人员进村难题，
确保
企业稳定有序复工复产。
话，跟同事一起连夜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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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医生”上岗
专业解决生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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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齐心协力
守好防疫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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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调动社会各界共同战疫

关，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约占南海 55%。南海

第一季度重点项目如期开动

2019 年，狮山 GDP 连续三年突破千亿大

牢镇、社会管理处、村居、
经 济 社、户、企 六 层 防 控
网。
第二个“坚持”即坚持
科学统筹。成立狮山镇推
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领导
小组，建立企业疫情防控
联系人制度，选派了 300
多名机关干部担任企业疫
情防控联系人，重点对接
联系 1565 家规上限上企
业。
第三个“坚持”即坚持
精准施策。投入5000多万
元专项扶持资金进行政策
扶持，
还为重点企业、
“两高
四新”企业提供口罩、测温
枪、
消毒水等。南海区开通
企业口罩申购服务后，
狮山
镇政府出资免费将口罩配
送到企业，
截至 3 月 5 日累
计配售企业 8415 家，口罩
1090303个。
在“三个坚持”的有力
推动下，
截至 3 月 17 日，
狮
山镇“四上”企业复工复产
1526 家，完成率 97.76%，
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达
100%，防疫相关行业的生
产、销售情况火爆。其中，
广东创兴精密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自 2 月 10 日复工，
15 天内生产了 1300 台口
罩机的钣金零件并交货。
狮山一部分企业复工
后灵活调整产销策略，向
防疫物资“进军”，化危为
机；还有一些企业通过战
疫，取到“未来经”。广东
华昌铝厂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武卫社表示，未来将从
机器换人、线上销售、环保
研发等方面提高企业“免
疫力”
。

施善 大爱

事变成两全。

截至目前，
一汽-大众
华南基地共有 6019 人返
工，复工率达 100%，产能
恢 复 至 同 期 50% 。 2019
年，
一汽-大众华南基地累
计生产整车超 150 万辆，
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制造业
逆势上扬，预计同比增长
9%。
在汽车制造业等支柱
产业的带动下，狮山 GDP
连续三年突破千亿大关，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约占
南海 55%。2020 年，南海
将抢抓佛山与广州成为全
国首个“双万亿”同城化城
市组合的机遇，构建“一轴
一 核 两 带 ”发 展 格 局 ，这
“一核”便是狮山制造业创
新核心区。
“狮山要打造南海的
产业之核、创新之核，成为
大湾区先进制造业高地，
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扛起大
旗。”市委常委、南海区委
书记闫昊波参加 1 月 12 日
的南海区第十三届党代会
第五次会议狮山代表团分
组讨论时，对狮山未来发
展寄予厚望。
作为广东第一镇，肩
负重任的狮山深刻认识到
防疫和复产两手硬的重要
性，2 月 19 日便印发了《狮
山镇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工
作方案》，着力“三个坚持”
推动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
第一个“坚持”即坚持
党建引领。通过制定领导
包干工作制，组建 75 个直
联“冲锋队”，有效促进狮
企做好“防疫”三个一和安
全生产“六个一”，织密织

创变 发展

示，狮山的未来要靠高质量发展，要将两难之

﹃三个坚持﹄促企业复工复产

山镇党委书记、疫情防控指挥部总指挥林健表

破局 复工

工复产的重要性，没有发展一切都是空话。”狮

■一汽-大众华南基地在做好防疫的同时，开足马力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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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9 日，
狮山镇 2020
年第一季度重点项目签约
暨开工动员活动在镇政府
举行，
南海生命科学智造产
业园、
南海（国际）医疗器械
产业创新港项目、
广东百合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
资扩产项目等重大项目签
约，将如期开工，保持经济
发展
“不停摆”
。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
决一切问题的根本钥匙。
靠产业起家，因改革而壮
大的狮山镇深信这个道
理。2 月 21 日下午，南海
区推进广东省城乡融合发
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暨
村级工业园区升级改造现
场巡查在 7 个镇街同步举
行，随着林健一声令下，狮
山分会场 5 辆洒水车、6 辆
挖掘机同步启动，
“风梅

岭”地块开拆。
狮山是今年南海村改
的核心战场。狮山村级工
业园总量占南海 1/3，今年
要完成区下达的7000 亩拆
除任务，争取拆除 1 万亩、
综合整治 2 万亩。
“ 狮山要
提高政治站位，部门联动，
立足大规划、大拆除、大投
入、
大建设，
腾笼换鸟，
让当
地百姓受益无穷。”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蔡汉全表
示。
林健要求，接下来要
抓好党建引领、
安全生产工
作，关心好、帮助好困难群
众，做好社会面的稳控工
作。同时，
主动谋划推进村
级工业园改造、乡村振兴、
征地拆迁、
水环境整治等重
点工作，
将防疫和发展这两
难的事情变成两全。

为佛山西站和疫情发
生地多站场安装“红外智
能体温检测系统”的佛山
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请
缨给居家隔离家庭消毒的
狮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90 后”公卫医生朱鹏辉、
向狮山捐运总额超 55 万元
防疫物资的约旦及叙利亚
国际友人……翻开狮山抗
疫画卷，这些都是闪光的
点睛之笔，是狮山党建引
领、党群联防机制下调动
社会各界共同战疫的最优
注解。
如今，随着疫情数字
的下降，狮山各界的大爱
渐 渐 定 格 。 2500 名 环 卫
工人做好废旧口罩回收、
重点区域消毒等保障工
作；狮山成立野生动物专
项执法工作领导小组，开
展地毯式排查，严防野味

交易；南海经济开发区人
民医院等单位的医护人
员连夜值守测体温；狮山
镇还联系佛广公汽高新
分公司，安排 5 辆专用公
交车和 6 名司机，共运送
300 多车次，1500 多名需
隔离人员到集中观察点
接受观察。
狮山党委政府领导各
级各部门勇打胜仗、作风
优良，带领各界党员群众
无私奉献、广施善行，终将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
“经济大镇要有大担当、
大作为。
”
林健多次强调，
要
永远记得发展是为了人民
群众的幸福生活，
“我们要
不忘初心，牢记自己的使
命是把狮山建设得更好，
让数十万群众感受到发展
成果，这才是党委政府最
大的追求。
”

村居行政服务中心
恢复对外办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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