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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镇抓好抓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积极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推进“三事大扫除”提升群众幸福感

今天，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官窑派出所综合室党支部

党员黎力将参与打造一个讲解社区安全防范技巧的培训课

程，用“嘴皮子”和“笔杆子”助力守护群众平安。

刚过去的周末，狮山镇罗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黄黎意一连两天带领60多人，对罗湖社区与其他社区交界

地带开展“三清三拆三整治”，清理垃圾超16吨……

在狮山，基层党员、党组织主动作为的案例越来越多，这

得益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全覆盖，以及全镇

上下积极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狮山积极开展“三

事大扫除”，收集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共2594

条，大部分在村居一级解决；在党建引领下，发布“城市狮山”

规划，打造约100平方公里的城市核心区，让狮山人实现生

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融的诗意栖居。

狮山镇委书记林健表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使队伍更

加坚强有力；关心群众、服务群众，凝聚基层群众合力；上下

一心、团结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学习先进、追赶先

进，形成建设狮山的强大力量。

“困扰超千名业主一年半的
烦心事，没想到在罗湖社区党委
带领下，仅用时一个半月就解决
了！”昨日，狮山镇罗村尚观嘉园小
区一期8座楼长谢文连连向黄黎
意道谢。

曾经一到早上、晚上以及上下
班高峰期，狮山镇罗村尚观嘉园小
区二期入口的市政道路上，大批车
辆就停成“丁”字形，业主开车出门
一度遭遇“蜀道难”，投诉多次都难
以彻底解决。今年，随着主题教育
的深入开展，谢文趁机将此作为业
主“烦心事”上报罗湖社区党委。

9月18日，罗湖社区党委联合
交警等部门，到事发点“夜访”，根
据现场情况定制一批道路护栏，一
个半月内安装完毕，彻底解决乱停
车问题，近千名业主称赞不已。

“别看二期还有约7座楼没交
付，但我们的楼长队伍已经发展至
第27座了，一期、二期统一排序才
有38座楼！”谢文说，他正牵头成立
楼长志愿服务队，团结小区有担当
的业主，共同监督环卫保洁、物业管
理等方面工作，实现小区“善治”。

这只是在开展主题教育过程
中，狮山着力推进“三事大扫除”的
一个缩影。按狮山的部署，解决
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是

基层整改落实的重点内容，狮山
镇、社会管理处、村居三级网格共
开展“党员户联系”3240多次，收
集群众问题2594条，大部分都在
村居一级解决。

例如，狮山镇状元社区在入
户联系过程中了解到，不少小区
存在多辆废弃摩托车，随即组织
党员志愿者进行大清理，共计清
理废弃摩托车22辆。塱下村收集
村民意见后，决定修缮平整广三
高速狮城中学跨线桥路段路面，
并对车辆限宽限重，得到了群众
的一致好评。

未能在村居一级解决的问
题，将被纳入社会管理处或镇的
集中治理清单，指定分管领导及
主责部门跟进处理。譬如，针对
群众反映强烈的公交线路交通隐
患问题，狮山镇联动相关部门整
改存在安全隐患的中途公交站点
200多个，施划公交停靠标线60
多处，加装公交警示桩460根，优
化调整公交线路15条。

正如林健所说，要永远记得
发展的目的是为人民群众谋幸
福，“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自己的
使命是把狮山建设得更好，让群
众共享发展成果，这才是党委政
府最大的追求。”

“三事大扫除”解决群众身边问题

以民为重

12月5日，狮山镇人大副主
席周月嫦带队，南海区、狮山镇共
13名人大代表将视察王芝涌、罗
村涌，针对黑臭水体整治的进度
现场提问，狮山镇委委员潘景昌
将带队“现场办公”。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多，狮山
镇治水难度大、压力大，但这不妨
碍狮山镇委、镇政府积极接受人
大监督，接受人民群众的“检
阅”。“我们要认清形势，知难而上，
要提高政治站位，对群众负责，交
出满意答卷。”早在今年1月18
日，林健带队调研大布涌、王芝涌
时，便定下了“对群众负责”的治
水基调，促使上半年狮山镇水质
改善度在全市32个镇街中排第
10位，全区排第二。

为民留住绿水青山，正是主题
教育的重要要求之一。“狮山应进
入生态文明发展时代，要盘活江山
湖林资源，打造‘科创生态新城、广
佛第二创新区’。”11月12日，狮山
镇镇长黄伟明在“筑梦新狮山制造
新城市”城市推介会上说。

当前，狮山镇的湖泊、水库、
河涌等水面面积超过1万亩，山林
面积超5万亩，建设“城市狮山”的
策略之一便是“林水相依”。“狮山
有大浩湖、东风水库、南国桃园等
绿地和水体，这些就是镶嵌在狮

山镇的绿宝石、蓝宝石。”黄伟明
认为，北江和东平水道是狮山的

“玉带”。
依托这些资源，抢抓市委打

造天子帽万亩森林公园的机遇，
狮山计划在天子帽周边的务庄、
上柏、新镜、五星区域启动“三旧”
改造，打造滨江新城。在“三城融
合”的基础上，向西拓展到北江
边、向南拓展到东平水道，将天子
帽万亩森林公园“收入囊中”，打
造未来城市。

“城市狮山”建设的核心招
式是“三城融合”。狮山镇正盘活
博爱新城、南海大学城、佛山西站
枢纽新城这“三城”周边及狮山科
技工业园（南园）存量土地，推动
融合发展。其中，博爱新城总规
划面积6800亩，是围绕博爱湖打
造的城市客厅，未来将成为产业
高地、舒适居住区；南海大学城坐
拥6所高校，未来将成为人才高
地、科创生态区；佛山西站枢纽新
城将打造“湾区西门户、广佛未来
城”，产业定位是制造业与服务业
融合发展。

“未来，我们将能够在狮山实
现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共融，
让市民在狮山找到生命的诗意栖
居。”黄伟明说，狮山将建设一个
高品质的生态园林城市。

活用资源建设高品质生态园林城市

11月20日至21日，狮山镇大
圃社会管理处联合流管、消防、公
安、行政执法、供电等职能部门，对
五个社区开展出租屋秋冬季火灾
防控专项行动，旨在预防出租屋火
灾事故发生，杜绝亡人火灾，切实
消除火灾隐患。

在中央、省委、市委、区委专项
整治的基础上，狮山镇委把群众关
注的“安全生产隐患问题”和“农村
集体资产交易不规范问题”作为专
项整治“自选动作”，分别成立整治
领导小组，每周报送整改进度，确
保专项整治落到实处。

在安全生产隐患专项整治工作
中，狮山镇围绕村级工业园、“三小”
场所和出租屋开展安全生产、消防
安全隐患综合整治。共排查出租屋
34418栋，排查安全隐患71962处，
派发限期整改通知书32485份，落
实整改31255栋，整改完成率为
98.05%。同时，共检查企业场所
48678家次，排查安全隐患29894
项，完成整治28672项，清理违规住
人528人，拆除违规搭建彩钢板7万
平方米，取缔企业场所56家，停产整

顿274家，促使近两个月火灾事故
数同比下降69.2%。

“我们要用理论武装头脑，指
导建筑项目建设，秉承‘质量至上、
安全第一’的原则，切实把老百姓
要住的房子安全建设好。人民群
众的安居乐业就是我们建筑行业
的初心。”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
公司广东分公司佛山片区党支部
书记、首创悦洳园项目经理何海涛
表示。11月15日，何海涛组织召
开该党支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暨民主
评议党员大会，大家纷纷围绕安全
生产和消防安全谈感受、求落实。

“自选动作”正是狮山镇边查
边改选出的重点领域。在开展主
题教育过程中，狮山镇以问题为导
向，从一开始就改起来，将“改”字
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通过座谈、
走访等多种方式，狮山镇委共梳理
出涉及11个方面的27个调研课
题，形成一批高质量的调研报告。

“只要每位同志都记得初心、
记得使命，相信狮山会更加美好、
更加富强。”林健说。

严守安全底线重拳消除安全隐患

以改促学

“我是新中国同龄人/与共和国
共同成长/从呱呱坠地到鬓染银霜/
见证了祖国的辉煌历程/她虽经历了
不少挫折与磨难/却像青松一样挺立
不倒！”昨日，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狮山镇
罗村风度花园小区党支部党员孔展
平，诵读了她在参与主题教育过程中
有感而发创作的一首散文诗。

孔展平今年 70岁，曾任街边
小学校长、罗村社会管理处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作为教
育工作者，我的初心就是培养好下
一代，无论是在职还是退休，我都会
在党建引领下，坚持不懈地培育祖
国花朵。”

像孔展平这样的党员，罗湖社
区共有424名，其中在册党员350
名。凝聚起党员的力量，正是罗湖社
区开展主题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该
社区也据此打造了三大党建品牌：微
治理、重民生、强服务。

黄黎意介绍，在“微治理”方面，
罗湖社区注重发挥红旗党组织的标
杆示范作用，今年7月新成立3个党
支部，促使社区党委下设党支部新增
至17个。罗湖花园党支部书记刘丽
兰表示，该党支部开展了主题教育相
关会议20多场，通过“学习强国”平
台加强对40多名党员的思想管理，
促使其在做中学。

在“重民生”领域，引进社区幸福
院长者养老服务项目，为社区1626
名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健康监测、
保健康复、幸福院歌唱日、幸福院跳
舞日、幸福院电影日五大板块恒常服
务。

在“强服务”方面，组建了6支志
愿者服务队，吸引1726名义工参与
社区志愿服务。还组建了社区党委
书记带队的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伍，今
年为社区提供党员治安志愿巡逻
300多次、便民服务90场、其他义工
服务150场。

狮山镇罗湖社区党委：

三大党建品牌亮出党员初心

今天，黎力将作为《社区安全防
范宣传方法和技巧》教官团队成员，
参与打造一个针对警队内部培训的
精品课程，主要围绕社区安全防范宣
传的目的、意义、技巧等方面进行授
课。

作为官窑派出所综合室民警、
四级警长，黎力主要负责文秘写作、
宣传报道、数据统计等工作，他乐于
为群众“煲”正能量警务“鸡汤”。

黎力善于深度挖掘公安队伍先
进事迹和典型案例，传播公安正能量
和安全防范知识。今年1月至11月，
他共撰写新闻通稿218篇，获各级电
视、报纸媒体采用379次，新媒体宣传
超过1600多条，带领官窑派出所新
闻舆论工作成效名列全区前列。

今年是黎力成为平安南海大巡
讲讲师的第三年，2017年、2018年
他均获得了全区优秀讲师称号。“作
为一名人民警察，十九届四中全会的
《决定》中‘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完善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夯实依法治国群众基础’的
表述让我感触最深。”黎力表示，法治
是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要引导群众
善用法治思维去主张权利和解决问
题。

黎力家中有多名成员从事公安
工作，其中从警30多年的外公是他的
偶像。“像外公那般威风凛凛，守护万
家灯火，大概就是我孩提时的初心。”
黎力表示，参与主题教育，让他一次
次地重温初心，砥砺奋进。这次的主
题教育，让他在面对繁重的公安工作
时能更好地坚守那份初心。10月，他
顺利通过了组织的考察，正式成为一
名光荣的共产党员。11月，他参加全
区公安机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演讲比赛，荣获三等奖。

“接下来，我也将砥砺前行，把理
论知识和工作实际相结合，在熠熠生
辉的党旗下践行无悔的从警誓言。”
黎力说。

文/珠江时报记者孙茜 通讯员 何永坤陈婉君

先进单位

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官窑派出所综合室
党支部党员黎力：

“煲鸡汤”引导群众善用法治思维

先进个人
以城惠民

■党员志愿者参与“三清三拆三整治”，还群众一个干净的环境。 （通讯员供图）

■狮山镇罗湖社区党委开展“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 （通讯员供图）

■黎力走进学校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