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0日召开的南海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2020

年改革工作安排》，明确 2020 年南海区改革重点项

目共计 31项，涵盖 7个领域，其中新增项目 11项。

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闫昊波在会上表示，今

年是全面推进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

设的攻坚之年、关键之年，要举全区之力推进实验区

建设，打造南海改革的“金字招牌”，并以实验区建

设为牵引，推动各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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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31项重点项目
打造南海改革金字招牌 

南海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部署今年改革重点任务，举全区之力推进实验区建设

打造党建红色引擎
激发民企发展活力

南海必得福无纺布有

限公司党支部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动员广大员工投

入防疫物资生产保障中；

广东伟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党支部推出多种“无接

触乘电梯”方案；广东柯

内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党

支部党员骨干主动出列，

带领团队成员开发新系

统……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

个支部一座堡垒。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南海区坚持

党建引领，充分发挥了“两

新”组织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

活物资、技术、人才优势，

为疫情防控贡献了重要力

量。

非凡的战斗力源自于强

大的组织力。当前，南海区

正在开展非公企业党建摸排

和组织建设“双同步、促单建”

工作，发动部门、镇街联系

企业，安排专人对接，指导

符合条件的企业组建党组织，

培育党员骨干，以“红色引擎”

锻造竞争力，推动企业健康

发展。

中央和省的改革试点项目

31项改革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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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珠江时报记者 柯凌娜

南海开展非公企业党建摸排和组织建设“双

同步、促单建”，指导符合条件企业组建党组织，

培育党员骨干

新年伊始，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下

称“一方制药”）党委迅速组织党员

职工紧急返岗复工，攻坚完成产品检

验，受委托生产“肺炎一号方”，为

全国上千个医疗机构发运临床应急中

药配方颗粒。

李瑞兰是一方制药第一党支部书

记，早在 1 月 21 日她就回到了工作

岗位。在她的带领下，储运部 50 多

名职工返岗，尽最大努力保障公司药

品的发运工作。

这是一方制药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在抗疫大考中书写企业责任与担

当的一个缩影。在过去 27 年的发展

中，一方制药始终把党建作为发展路

上的“指南针”，坚持党建工作与经

营工作相结合，逐步确立了“以高质

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理念。

特别是在人才培育方面，一方制

药依托“大城工匠”工作室，积极探

索“党员 + 职工”的模式，不断攻克

生产难题；同时，通过党组织带动群

团组织建设，积极扶贫助学、主题公

益活动，不断提升企业文化内涵和凝

聚力。

“这正是我们众志成城，共克时

艰的时候。”一方制药党委书记、总

经理程学仁表示，此次复工无论党员

职工还是普通职工都为自己参与了这

场抗疫战斗而自豪。

●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南海机遇”（2 项）

承接

中央改革

试点项目

2 项

建设粤港澳合作高端服务示范区，推动粤港澳高端服务合作，

搭建粤港澳市场互联、人才信息技术等经济要素互通的桥梁

1

加快推进三龙湾高端创新集聚区南海片区建设2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4 项）

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

●加快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3 项）

广东省新一轮深化“三旧”改造综合试点7

土地储备项目预算管理改革9

深化营商环境改革4

建设“信用南海”，完善信用为本全链条激励约束机制5

持续深化质量强区建设6

深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8

●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2 项）

建设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广东园）16

实施新一轮广佛同城化战略合作17

加快“城市大脑”建设，打造“数字政府”12

深化屠宰行业改革，完善屠宰管理体制机制14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6 项）

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企业服务10

深化社会治理网格化改革11

深化区级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13

深化市政管理服务体制机制改革15

创新“两违”查治机制，坚决以“零容忍”的态度

打好“两违”查治歼灭战

20

推进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22

●完善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 (6 项 )

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18

南海区西樵镇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工作19

深化国家住房租赁、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房试点21

建立集体资产托管统租机制，推动国有资产向集体

经济组织提供托管统租服务

23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体系

26

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扎实推进品牌教育创新行动28

深化乡镇街道体制改革30

●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8 项 )

织密三级党建网格，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

面过硬

24

完善村 ( 社区 ) 监督体制机制25

深化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27

探索建设文化导向型城市29

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面开展健康南

海行动

31

工 作 部 署

1
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更好发挥改革“关

键一招”作用，以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

建设为牵引，推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实现新突破。

5
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城乡政务服务一体化等重点领域推进机制创新，广泛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业务流程再造，

打造高效优质便捷的办事环境。

6
要加强党对改革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改革

责任担当，狠抓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落实。

4
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开展重大疫情防控体

制机制改革，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3
要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南海机遇”，充分发

挥南海区在广佛同城方面的优势、制造业的优势和重

大平台的优势，通过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配

套建设、城市更新、环境整治，加快打造广佛极点、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2
要扎实推进实验区建设工作，既要攻克体制机

制创新的难点，建立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等体制机制，也要破除“城不城，乡不乡”的痛点，

以城乡融合发展示范片区建设为抓手，落实一批引

领性强的大项目，同步推进村级工业园区升级改造，

确保今年完成村级工业园区拆除整理 2.5 万亩，力争

突破 3万亩，带动全区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推进。

南海区西樵镇农村综合

性改革试点试验工作

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

广东省新一轮深化“三旧”改造综合试点

建设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广东园）

深化社会治理网格化改革

土地储备项目预算管理改革

推进全国乡村治理体系

建设试点工作

承接

省改革

试点项目

5 项

党员带头紧急复工  攻坚生产中药配方颗粒一方制药

“作为一家环保大数据企业，

我们能为抗击疫情做些什么？”1 月

31 日早上，广东柯内特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党支部召开了一次特殊的网络会

议，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朱斌“点题”，

运用大数据和科技力量助力规范复工

监管。

在党员骨干带动下，柯内特研发

团队争分夺秒、连夜奋战，仅用 24小

时就上线了“企业复工复产大数据智

能监管系统”，有效规避企业违规生

产问题，减少疫情传播风险，展现了传

承“红色基因”的“硬核”企业担当。

党建强，企业兴。多年来，柯内

特坚持传承红色基因，不仅在公司打

造特色党建教育长廊，挖掘培育党员

骨干，还定期上井冈山举办主题党建

会议，将井冈山精神融入到企业文化

中，转化为青年员工进步和企业创新

发展的原动力。

作为公司党支部培养起来的党

员，柯内特市场营销中心部门副总经

理陈文辉说，入党以来时刻严格要求

自己，工作中遇到困难主动站出来解

决，平时向周边的人传递正能量。在

公司党支部带动下，越来越多员工参

与到爱心助学、为环卫工人“送温暖”

等社会公益行动中。

传承红色基因  科技战“疫”显担当 柯内特

文 / 珠江时报记者 柯凌娜

组织部门为企业开展党建工作提供哪些保障？

企业组建党组织后有哪些优势？

可扩大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加强企业与政府
的沟通和联系，及时研读中央的重大政策，
为企业更好地发展把准方向。

引领
发展方向

可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把刚性
的经济手段和柔性的教育手段相结合，促进
企业文化建设和技术革新，增强企业竞争力。

增强
竞争力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培育核心人才，增强对
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营造和谐进取的企业氛
围，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增强
凝聚力

新建党组织启动经费（一次性拨付 3000 元）、兼
职党组织书记补贴（每人每月500 元）、党员活动
经费（每人每年 300 元）。经费

选派党建指导员，定期组织党组织书记、党务
工作者党建培训班，指导企业逐步上手党建
工作并做大做强。

定期组织“真人书吧”、党员民营企业家课堂等
交流互促、经验分享活动，每 2 年核定一批南海
区“两新”组织党建示范点。交流

培训

一键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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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出列找组织
企业党建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