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5

星期日

责
任
编
辑  

邓
海
莹  
美
术
编
辑 

李
世
鹏

03

新
时
代
南
海
家
书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好点子”评选结果出炉

好点子助推南海
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南海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好点子”征集活动评选结果出炉啦！活

动启动以来，广大党员群众纷纷围绕“南海城乡融合发展”及“南海高质量发展”贡

献金点子、好计策，经过两个月的征集、评选，最终产生 10 个金点子、30 个银点

子和 60 个好点子。

   结合主题教育开展，2019年9月30日起，南海区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珠江时报社“新时代南海家书”，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建言献策活动。

        活动启动以来，在两个月的推广和发动中，“好点子”

征集活动的线上访问量超过 1 万，征集到 1300 多条

投稿。围绕城乡融合发展和南海经济高质

量发展等热点问题，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积极支招献策。南海借助“新时

代南海家书”征集好点子，破解城

乡融合发展难题的做法，还登上

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为感谢广大市民为南海发

展贡献智慧，主办方为评选出的

100 个“好点子”送出购书卡奖

励。其中，10 个“金点子”每

个奖励 1000 元购书卡；30 个

“银点子”每个奖励 500 元购

书卡；60 个“好点子”每个

奖励 200 元购书卡。

南海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明晰产权是前提，统筹

市场是关键，创新制度是利器，形成特色品牌是卖点，

切记反哺村居是初心，尊重村民是底线。具体可以通过

以打造某一品牌项目为切入点（例如特色小镇）整体推

进融合发展，把每个镇街都打造成为“网红打卡点”，

例如桂城为现代都市商业圈，里水为徒步休闲旅游圈，

西樵为文化体验创意圈，狮山为创新创业智造圈等，构

建多元、立体、丰满的南海形象。

                                陈海  134····1166

1 将镇街打造成“网红打卡点”
南海要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需

要基层干部攻坚克难的勇气和能力。一是实验区建设需要

将各镇街的政策创新案例深入分析，设计最优化的改革路

径，这需要很强的政策把握能力；二是基层工作千头万绪，

压力大任务重，考验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创新能力。通

过建设实验区，一步步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

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乡村

经济多元化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

蔡德春  133····9145

6建立健全城乡融合体制机制

建议探索农村集体经济金融板块建设。一是参照当

前金融市场建设，创立南海农村集体经济交易金融板块，

让农村集体经济入市。二是制定管理规范，交易规则等。

三是加强监管，这个举措可以盘活集体经济，打破当前

瓶颈，也能让政府获得更大的资金来源，更能用市场交

易的规范严格管理集体经济，防止违规现象。

冼福注  134····4108

7建设农村集体经济金融板块

一．农村保洁生活垃圾应纳入

城市化管理。

二．充分利用农村文化阵地，

在祠堂、文化室宣传党政时事，民生

事务的政策。

三．农村集体用地应更进一步

活化，以此来规划布局新时代发展

用地需求，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

四．城乡公交一体化要细化，在

村村通公交的布局下，要细化优化线路，

尤其系品牌乡村与城镇公交的对接。

五．城乡融合要体现南海城市特质，

要形成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治理一体化。

黎铭光  137····2643

5 五招推进城乡融合和谐发展

关于推进村级工业园改造，建议：一、建立一个详

细的南海村级工业园数据库，数据库内容包括现有产业、

人口、商户、空间、效益、租金、管理等方面的数据信

息，为工业区相关工作部署与政策研究提供强有力的基

础与支撑。二、政府要强势斩断非法利益链，特别是一

些小散乱的工厂企业，要予以整顿。三、最重要的是政

府要深度介入，一把手领头。对于当前的南海村级工业

园改造，行政力量要成为第一动力，否则单靠市场力量，

效果不大。

刘先生  134····0567

2 设立南海村级工业园数据库

当前，南海城乡产业发展不均

衡，亟需解决部分镇街先进制造业（如

狮山）、现代服务业（桂城）与乡村

传统农业的失衡问题。政府应当完善

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一方面，要通过

建立新产业新业态培育机制、探索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搭建城乡产业

协同发展平台、健全城乡统筹规划制

度等措施，更好地引导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另一方面，要推进农

业供给侧改革，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推动质量兴农。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着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罗巧红  137····6703

3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9
城乡融合发展，首先乡镇的产

业发展要提质增效。把乡镇的工业

园区与城市建设同步规划、整体推

进、整合发展，改善项目入驻条件，

提升承载能力。要争取每个乡镇都

建成国家级高新区或省级工业园区，

像狮山的汽车城就是产城互动发展

的典型。要持续推进乡镇产业园区

建设，培育壮大大数据、电子信息、

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业态，提升园区

的辐射带动作用和聚集产业、吸纳

就业的能力。持续推进乡镇的创业

创新，力争在每个乡镇建成创业乳

化基地，建成市、县、乡镇三级创

业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吴意联  136····4694

各乡镇产业发展要提质增效

南海要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同质提

升。第一步要有计划的逐步提高科技

能力，完善各项交通工具，包括公交

车、地铁、高铁等；提高城乡交通网

络等交通覆盖面积。第二步要推动城

乡文化教育事业的交流发展。定期组

织城乡教师培训，促进教育方式方法

的交流。鼓励教师往乡村发展。第三

步要深化落实“厕所革命”解决脏乱

差问题。实行垃圾分类，变废为宝提

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吴伟芳  131····1258

4 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同质提升

推进企业资源要素市场化交易 10
强化对产业集聚区、特色小镇、

小微企业园区、科创园区等产业园区

的“亩产效益”综合评价，完善资源

要素差别化政策，推进企业资源要素

市场化交易。坚持有保有压、扶优劣

汰的原则，进一步降低企业关闭、停

产、退出、要素交易、并购重组等过

程中的交易环节费用，加快推动土地、

用能、碳排放权、排污权等资源要素

向综合评价高的优质企业集聚。实施

美丽乡村建设三年专项行动计划，着

力清脏、治乱、增绿，加快补齐农村

人居环境突出短板。

陈武势  180····0517

银点子名单（30 个）
01   常    亮  136····9055

02   冼淑珍  130····6581

03   文    文  137····6782

04   李元云  138····4726

05   冯财兴  136····0509

06   潘先生  181····9812

07   陆嘉杰  135····6794

08   黄立桓  137····1517

09   蔡昊熹  139····8121

10   陈添锦  139····8944

11   蒋美莲  170····0233

12   简单就好  135····8113

13   陈宜靖  136····0024

14   郑敏仪  157····3112

15   张雪华  134····5804

16   林    琳  186····9580

17   陈    杜  138····6552

18   梁先生  188····8884

19   颖    颖  156····7363

20   杨小姐  131····5886

21   陆要要  135····7253

22   李浩莹  134····5937

23   岑伟铿  132····9803

24   李    生  180····5783

25   梨涡浅笑  199····6765

26   谢健斐  135····0262

27   郑敏仪 157····3112

28   蔡先生 133····9145

29   区富妙  134····2797

30   郑敏仪  138····6708

好点子名单（60 个）
01   芳    晖  135····3930

02   不如归去  135····7348

03   张洁珍  139····1902

04   李柳红  137····6756

05   刘泽华  136····7498

06   林小姐  135····9793

07   朵    朵  186····2406

08   小    张  137····8067

09   黄翠珍  158····0650

10   梁伟灿  134····9425

11   罗    福  137····3152

12   卢兆雄  137····3451

13   王    磊  157····8725

14   lai华华  150····9079

15   张    浩  159····2474

16   展    示  132····8905

17   张    红  189····9392

18   文小姐  180····3566

19   张    莉  135····1256

20   隋先生  132····9933

21   方玉婷  150····9391

22   丹    丹  156····6629

23   李    霞  150····4127

24   康    康  158····5224

25   万    勇  155····3652

26   一缕阳光  173····6323

27   谢先生  135····4671

28   周发发  134····6394

29   张厚勇  139····2657

30   罗小林  137····7596

31   张毅航  135····3462

32   陈    诺  150····9121

33   黄小姐  136····2891

34   叶小燕  199····6775

35   小    桃  137····6523

36   罗小姐  150····4224

37   林绮明  138····9848

38   王朱仁  135····9495

39   罗小安  139····7124

40   小    宇  137····1306

41   郭嘉嘉  135····1825

42   吴真汉  137····5784

43   周丽红  136····8072

44   看南海  136····8396

45   阿 Ben  170····0233

46   刘    璐  183····3368

47   张    林  139····8288

48   林小姐  199····6791

49   李    鹏  135····8711

50   郑先生  135····7588

51   朱雯欣  137····8183

52   刘    虎  159····6236

53   林晓晓  150····8955

54   李    萱  182····3235

55   王甜甜  186····1288

56   林    奇  186····5991

57   林绮明  138····9848

58   王朱仁  135····9495

59   谢先生  135····4671

60   浦    生  137····0897

（所有排名不分先后）

十个
金点子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付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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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不同发展时期，针对各镇街

的不同发展水平，开展各具特色的

建设实践，形成各阶段鲜明的特征：

一是示范引领阶段，加大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投入。二是全面普惠阶段，

展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彰显

特色阶段，大力开展特色化的美丽

乡村建设。四是突出重点阶段。以

交通拥堵、垃圾分类等重点难点问

题为突破口，极大地提升美丽乡村

建设品质。五是全方位建设阶段，

以“三产融合、三生融合、三美融

合、城乡融合”为载体，全方位推

进乡村建设，推动实现城乡融合和

乡村振兴。

蔡琼慧  137····9310

各镇街因地制宜开展建设实践

●兑奖地点：南海大道 57 号南海新闻中心珠江时报社 1701 办公室    ●联系电话：81212580 李先生

●兑奖时间：2019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0 年 1 月 10 日（工作日每天下午 3 点至 5 点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