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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孙茜通讯

员/狮宣）2月1日，狮山镇党委工

作会议召开，总结村（社区）两委

换届工作，分析全镇经济形势。

狮山镇委书记林健作党委工作报

告，提出要坚守制造业一以贯之、

村改攻坚一往无前、城乡融合一

脉相承、优化环境一鼓作气、改善

民生一诺千金，以高质量发展谱

写“十四五”开局新篇章。

会上，狮山镇委副书记刘伟

民作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总

结，表示全镇75个村（社区）平

稳有序、高质高效地如期换届，

交出了一份上级赞许、组织认

可、群众满意的答卷。

狮山镇镇长黄伟明作狮山

镇经济形势分析报告。2020

年，全镇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118.6亿元，产业发展不乏亮

点，招商引资逆势上扬，支柱产

业大放异彩，科创活力加速释

放，多个重点项目初见雏形。

2021年，狮山镇将深化“两

区一基地”发展布局，利用5G、

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赋能传

统产业，培育壮大“两高四新”产

业，营造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

继续攻坚村级工业园改造提升，

深化公资系统体制改革。

林健作狮山镇党委工作报

告，用“五个进”总结“十三五”收

官成绩：5年来，党的建设向全面

加强奋进，产业发展向两高四新

跃进，城市发展向广佛客厅演进，

改革创新向纵深发展推进，社会

民生向共建共享增进，谱写了勇

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为

全区乃至全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2020年，狮山镇认真落实

省委“1+1+9”工作部署，紧扣市

委、区委各项工作主线，全力打

造湾区产业高地、广佛西部枢

纽、佛山科创新城，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丰硕成果。

迈进“十四五”新征程，未来

五年，狮山镇将强化政治担当，

凝聚党建引领的新动力；坚定必

胜信念，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

面；抢抓湾区机遇，谱写区域合

作的新篇章；落实战略定位，争

当高质量发展的新标杆。

“我们要对标对表昆山市玉

山镇，以舍我其谁的勇气和魄力，

争当全国综合实力百强镇第一

名，把狮山建设成湾区产业高地、

广佛西部枢纽、佛山科创新城。”

林健表示，2021年是“十四五”开

局之年，狮山镇将以“五个一”谱

写新篇章，包括坚守制造业一以

贯之，提升产业能级；村改攻坚一

往无前，拓展发展空间；城乡融合

一脉相承，实现宜业宜居；优化环

境一鼓作气，构建长效机制；改善

民生一诺千金，践行以人为本。

林健要求，要坚持党建引领，

固本强基，为狮山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保证。要突出抓好政治建

设，不断深化各项改革，持续夯实基

层党建，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持之

以恒肃纪反腐，努力推动狮山高质

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以优异的成绩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珠江时报讯（记者/孙茜 通

讯员/杨黛梅）2月3日，2021年

狮山镇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建

设推进会议召开，发布《狮山镇

全域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公布重点

投资、重点建设项目库共98个项

目，以及重点工作汇总表共116

项工作。狮山镇委书记林健表

示，要借城乡融合解决土地使用

碎片化的问题，干字当头抓好重

点项目，推动生态环境再造和城

区美化花化。

会上，狮山镇委副书记刘伟

民解读了《狮山镇全域推进城乡

融合高质量发展建设工作实施

方案》，提出全面优化国土空间

布局、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强化环境系

统治理、健全基层治理服务体制

机制五个重点任务。

刘伟民还宣读了《狮山镇

全域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建设领

导架构及工作专责组名单》，狮

山镇将按照“一个领导组+九个

专责组”架构，以重点项目为抓

手，全域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

发展。

随后，会上公布了狮山推

进城乡高质量融合重点投资、

重点建设项目库，包括“南国桃

园片区乡村振兴一期工程（黎

岗、石泉、沙水段绿道）”等98个

项目。还公布了狮山镇推进城

乡融合发展建设专责组重点工

作汇总表，包括“党建引领促发

展，强基提能建队伍”等116项

工作。

狮山镇委委员关钧宜表示，

本轮城乡融合工作的总体要求

是，在不突破永久基本农田总量

和控制线、生态保护红线以及规

划控制指标前提下，对狮山镇土

地、生态、产业和城市布局进行

系统规划，推动城镇、农村、产业

和生态合理分区、相对集聚、协

调发展，促进城乡全面融合，努

力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

群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探索新

模式，为新时代广东城乡高质量

融合发展提供经验示范。

“乡村振兴以农村为着力

点，城乡融合以地方发展为着力

点，归根结底是为了发展。”狮山

镇镇长黄伟明表示，狮山要借城

乡融合对农村人居环境进行再

提升，推动“大市政”扩面提质，将

全部村（社区）纳入管理。要着

眼于全域，推动城市与乡村相融

共生、城市与产业互促共进、城

市与自然和谐共荣、城市与民生

同频共振。

“城乡融合就是为了解决土

地使用碎片化的问题。”林健表

示，要抓住南海区全面建设广东

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

区的契机，抓住顶层设计的机

遇，加速南国桃园、东风水库片

区的空间规划研究。抓好生态

环境再造的重点工程，加快推进

天子帽、南国桃园、东风田园和

仙溪文韵四个万亩公园建设，既

谋大局又重细节，对城区进行美

化花化，高质量建设博爱湖这一

城市客厅，重点做好“南粤古驿·

十里官窑”、松岗湿地公园、罗村

汾江河堤提升、小塘北江花海等

项目，“要自己扫净‘门前雪’，将

黑点整治到位，干字当头推动狮

山全域城乡融合。”

珠江时报讯（记者/孙茜 通

讯员/李德峰）“村级工业园改造

是我们的第一工作任务，必须实

字当头强势推进，坚守工改工！”

2月3日，在2021年狮山镇村级

工业园升级改造工作大会上，狮

山镇委书记林健表示。2020

年，狮山镇全年整理拆除村级工

业园1.12万亩，8个积极推进村

改的村居获表彰，2021年要加

快500亩以上连片产业用地整

理，重点推进14个项目。

会上，狮山镇委委员黄秉亮

解读了《佛山市南海区村级工业

园升级改造租金差额补偿及厂

房搬迁补偿工作指引》，以及人

员项目调整方案。2020年，狮

山镇抽调240名精兵强将组建

专责团队下沉一线，全年整理拆

除村级工业园1.12万亩，完成产

业载体报建69万平方米。五星

万洋众创城项目实现“拿地即开

工”，一期当年建成。“风梅岭”项

目清拆500亩，着力打造南海智

能装备产业园，黄牛牯等“工改

工”项目开工建设，罗村联星

1700亩旧村改造项目顺利选定

市场改造主体。

当前，在超额完成区下达的

1万亩村改任务的形势下，狮山

对这支村改“铁军”进行优化提

升，2021年该队伍将以建设南

海区城乡融合发展示范片区为

契机，加快500亩以上连片产业

用地整理，重点推进五星片区等

14个项目。

村改需要凝聚多方合力，除

了村改“铁军”全面发力，村（社

区）干部、土地所有人、投资者等

的积极参与同样重要。根据

《2020年度狮山镇“三旧”改造

专项工作奖励考评办法》，狮山

镇城市更新办公室评定了五星

社区等8个村（社区）获得相应

的奖励。

狮山镇五星社区党总支部

书记、居委会主任、经联社社长

杨润升代表2020年村改工作成

效突出的村（社区）作经验介

绍。他认为首先要吃透“三旧”

改造政策知识，其次要与村改部

门保持紧密沟通，最后要尊重群

众知情权并充分收集意见。

狮山镇镇长黄伟明要求，要

集中精力攻克人员到位、难拆、

旧改公司顾虑太多等问题。“新

的一年，要在春节前提前谋划，

各村改项目组长要研究每个项

目的特点、难点、解决办法，年后

进行再动员，明晰每个项目的推

进时间节点。”黄伟明表示，要解

放思想，用动态的眼光看问题，

项目组、利益方、村居都要认清

角色勇于担当，完善考核和旧改

政策。各管理处执法组领导包

干到位，起码每个月开展一次联

合执法，保持村改态势。

“村级工业园改造是我们的

第一工作任务，全体干部务必同

心同德攻坚克难完成好区委交

给我们的任务。”林健要求，要实

字当头强势推进，坚守工改工，

笃定心志发展制造业，坚决杜绝

脱实向虚，助力佛山在新的高度

形成起广东制造的产业脊梁。

狮山今年重点推进
这十项民生实事

2月2日召开的狮山镇三届人

大十次会议上，镇人大代表以投票

表决的形式，从12项候选项目中票

决出政府10项民生实事重点项目，

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

狮山镇召开党委工作会议

坚守“五个一”为“十四五”开新局

狮山镇召开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建设推进会议，公布重点项目库

抓好98个重点项目 推动全域城乡融合

狮山镇召开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工作大会

加快大型连片改造 重点推进14个项目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李福云

1 医养结合
加快建设南海经济开发区

人民医院护理院和康复治疗中

心，新增14个卫生站和10个门

诊室。建设5个幸福院和1个社

区养老中心。探索“医疗机构、

养老机构、社区、家庭”四位一

体、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

2 乡村振兴
深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投

入2亿元继续开展美丽宜居村（社

区）建设，推进“三清三拆三整治”

“厕所革命”“四小园”（小菜园、小

果园、小花园、小公园）建设。

3 教育均衡
推进幼儿园新建和公办中

小学新建、扩建工程共9项，新增

学前教育公办学位 1080个，公

办中小学学位5820个。

4 截污治水
加快北村水系狮山段、解放

涌、红星运河、良安等水系的水

环境综合整治，新建截污管网80

公里，全面消除城乡黑臭水体。

5 市政覆盖
落实农村市政保洁扶持政

策，推进大市政环卫保洁服务，

投入3.5亿元，实现所有村（居）

全覆盖。

6 智感安防
投入约1亿元，扶持68个村

（社区）全面建成636个“平安村

居”智感安防小区。

7 整治水浸
实施甘坑隧道、中南批发市

场东侧佛开桥底、虹岭路华昌铝

厂门前等水浸黑点改造工程，消

除现存内涝隐患。

8 强化消防
强化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 3300万元新建 1000个消火

栓，做好现有消防栓维护，不断

改善全镇消防基础设施。

9 强微治理
大力推进村（居）基层治理体

系建设，探索建立75个“微治理”

平台，实现“一村（居）一项目”。

10 舌尖安全
实现47个农贸市场快速检

测，保障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逐步健全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

制度，使全镇食用农产品检测合

格率达到98%以上。

■狮山镇党

委工作会议

现场。

珠江时报记

者/黄永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