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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丹灶模式 推行综合大执法
丹灶推进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成效获区肯定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 通讯
员/丹宣 摄影报道）7 月 15 日上
午，南海区委常委郭家新带队前
往丹灶镇综合行政执法委员会办
公室，考察了解综合执法委员会
办公室、智慧城市管理指挥（应
急）中心相关运作情况及人员配
置，开展镇街推进综合行政执法
工作调研，
推进破解部门
“管得了
看不到”
、镇街
“看得到管不了”
的
难题。

有效破解“日常监管部门与实施
行政处罚部门不一致”
“部门要么
有权无责，要么有责无权”等难
题，从源头着手，将日常监管、行
政审批等前端行政管理行为纳入
到“综合大执法”中，实行“谁监
管、谁执法”
“ 谁家孩子谁家抱”，
将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二者有机
结合，统一由一个执法专业小组
（部门）行使，
从而实现高效执法，
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变末端
执法为源头管理，推动基层社会
治理。

推行
“1+1+N”
综合行政执法模式

■调研组考察了解丹灶镇综合执法委员会办公室、
智慧城市管理指挥（应急）中心相关运作情况及人员配置，
了解改革工
作推进情况。

区丹灶镇综合行政执法委员会的
通知》
（以下简称为《通知》
），
成立
了由镇委副书记、镇长陆文勇担
任主任，由镇委副书记区文满担
任常务副主任，由各执法机构中
层正职干部担任成员的镇综合行
政执法委员会。
《通知》明确了丹灶镇综合行

政执法模式、执法职责分工、工作
机制等，为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工作顺利推进打下扎实基础，创
新性摸索打造了
“丹灶模式”
。按
照“权责一致、整合资源、提升执
法效能”
为改革主基调，
丹灶镇创
新性推行
“1+1+N”
（
“一个执法主
体+一个司法专业小组+多个执法

专业小组”
）的综合行政执法模
式，
目前共设有 1 个司法专业小组
和 10 个执法专业小组，各个专业
小组均有对应市场监督、自然资
源监管、生态环境保护等牵头执
法部门。
丹灶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主任吴伟健表示，
实施改革后，
将

丹灶镇举行耕山小寨田园俱乐部项目签约仪式

优质文旅项目落户
“有为水道”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7
月 13 日，丹灶镇举行耕山小寨
田园俱乐部项目签约仪式，
未来
将打造集研学、青少年农耕户外
营地、亲子游于一体的乡村旅游
典范，
进一步丰富
“有为水道”
沿
线路线。
在丹灶镇委书记张应统，
丹
灶镇副镇长林琳等领导嘉宾的
见证下，
丹灶镇翰文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谢小辉与佛山耕
山小寨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德生签订项目合同。
耕山小寨田园俱乐部项目
签约，
代表着继吾乡美地精品民
宿、谭家湾和马术俱乐部等项目
陆续进驻丹灶后，
又一个优质的
农旅项目落户丹灶
“有为水道”
，
这也是丹灶近年在大力实施乡
村振兴的背景下，围绕“一岛两
湖”
“有为水道”
文旅农旅的发展
思路正逐步得到市场认可，
有效
带动社会资本促进乡村振兴文
农旅产业的具体表现。
据了解，
广州耕山小寨农业
有限公司于 2016 年成立。目前
分别在广州、东莞、茂名等城市
投资了农旅乐园项目，
农旅品牌
广受游客认可。而耕山小寨项

■耕山小寨田园俱乐部项目规划图。

目坚持不砍一棵树的原生态开
发理念，
未来将充分利用有为水
道丰富的人文历史内涵、自然资
源和优美的生态环境，
打造集研
学、青少年农耕户外营地、亲子
游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典范。项
目预计于今年 10 月开园营业，

开展环境整治
全力做好“巩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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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后将成为集科学性、知识
性、趣味性、观赏性为一体的近
郊农耕科普和体验性项目。
耕山小寨田园俱乐部项目
位于西城社区，
是丹灶镇有为水
道乡村振兴连片示范区的核心
区域，
毗邻康园。康园位于丹灶

镇银河苏村敦仁里，
是丹灶有为
水道沿线重要景点，
总规划控制
面积达 400 亩。景区一期工程
分为康有为博物馆和南海会
馆。康有为博物馆位于康有为
故居西北侧，
西临银河涌，
北临南
海会馆，
共两层。其全面展示了
康有为的生平事迹，
是目前南海
区规模最大的历史名人专题类博
物馆。南海会馆参照北京南海会
馆仿建而成坐西朝东，
并列四组
院落再现了清代年间典型的
“三
轴四部分”
官宅建筑风貌。
未来，
耕山小寨田园俱乐部
项目将积极融入“有为水道”整
体发展的大文农旅概念，结合
“有为水道”及丹灶特有的人文
历史资源，
打造具有浓郁岭南特
色的农耕拓展及传承传统文化
的综合性农旅项目。
近期，吾乡美地精品民宿、
谭家湾、马术俱乐部、绉纱园等
文农旅项目陆续签约进驻丹灶
“有为水道”
沿线，
结合本次耕山
小寨田园俱乐部项目的签约落
户，
可以预见将进一步促进丹灶
文农旅项目的一体化发展，
加速
形成“有为水道”文旅农旅项目
的组合式发展效应。

新交通新医院新学校
丹灶城市配套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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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符合南海区机构改革方向和定
位要求，
同时也实现管理、执法二
者相结合，统一由一个执法部门
行使，
实现高效执法。未来，
丹灶
还将在改革中坚持自我革新，结
合实际执法情况，逐步健全出台
集体决策、案件移送、责任追究等
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提高执法
效能，为地方经济健康发展保驾

部门合力
有效提高执法效率

自 2020 年启动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以来，
南海已完成《佛山市
南海区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
革方案改革（第一批）实施方案》
等配套方案的制定，以及执法人
员、法制审核人员业务培训等相
关工作。而推进镇街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也是今年南海区的重点
改革任务。
当天，调研组深入了解目前
丹灶开展镇街推进综合行政执法
工作的具体情况、存在困难及相
关建议。早在去年 8 月，
丹灶镇因
地制宜，
摸索、谋划推行综合行政
执法改革模式。今年 5 月，
丹灶镇
出台《关于成立中共佛山市南海

“推行‘1+1+N’的综合行政
执法模式，
能形成部门执法合力，
有效提高执法效率。”陆文勇表
示，丹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改革
方案，
推进综合行政执法工作，
基

护航。
“丹灶的改革模式能做到从

改革后，
丹灶镇推行
“综合大
执法”的执法协调机制，出台《丹
灶镇行政执法协调衔接办法》，
明
确镇综合行政执法委员会办公室
享有统一调配全镇执法力量的权
力，
一改以往各执法部门
“单打独
斗”的局面，形成强大执法合力，
提高最佳执法效果。此外，丹灶
通过制定《丹灶镇综合行政执法
委员会发文规范》
《丹灶镇行政执
法协调协作办法》
《丹灶镇法制审
核办法》等办法规定，
进一步建章
立制、规范执法，
保证改革在规范
准则内出成效。

实际出发，
且经过实战实践论证，
值得推广和肯定。”会上，郭家新
对丹灶推进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
创新模式表示肯定，并对下阶段
推进工作作出部署。他表示，要

按照要求健全综合行政执法配套
制度机制，实现镇街综合执法制
度化，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
度、法制审核制度、全过程记录制
度，实现执法标准化和规范化。
此外，
郭家新还强调，
综合行政执
法事项下放到镇街，镇街就要主
动扛起职责，
结合实际情况，
走出
最适合的
“路子”
。

排查消防隐患
保障职工安全
丹灶镇总工会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珠 江 时 报 讯（记 者/吴
泳 通讯员/杜泳姗）近日，丹
灶镇总工会前往金宁社区
“职工·家”服务中心和仙湖
管理处“职工·家”服务中心
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排查安
全生产事故隐患，进一步杜
绝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切实
保障广大职工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灭火器等消防设施有
无定期检查？消防安全培
训是否做到位？”当天，检查
组前往金宁社区“职工·家”
服务中心，对服务中心内各
场 室 的 消 防 设 备 、消 防 通
道、场室安全逃生标识等进
行全面检查。现场，检查组
要求服务中心管理人员强
化安全意识，落实日常安全
检查工作，定期对消防设备
进行检查，规范场所内安全
逃生标识，确保安全生产工
作落实到位。
在仙湖管理处“职工·家”
服务中心，检查组首先检查该
场所相关管理制度和操作规

程上墙情况，以及是否存在违
规住人情况，督促完善日常安
全检查记录，落实安全生产各
项工作。此外，镇总工会工作
人员还对“职工·家”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宣传
教育。
检 查 组 要 求 ，各“ 职 工·
家”服务中心要进一步增强做
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严格按照上级要求，
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要早发现，
早整改，要不断完善安全规章
制度和做好安全培训，提高安
全管理水平，进一步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提高事故防范
能力。
安 全 无 小 事 ，责 任 大 过
天。丹灶镇总工会副主席陈
兆驹表示，各“职工·家”要继
续做好安全生产日常检查工
作，防范重大突发事件发生，
切实保障职工群众生命和财
产安全，相关工联会主席必
须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强化
忧患意识，抓实抓好风险防
范工作。

出动无人机喊话
提醒市民切勿野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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