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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灶携
“四样好礼”
赴深圳
“招亲”
粤港澳大湾区（南海）智能安全产业园投资推介会在深圳举行

九旬阿婆参与
垃圾分类宣传
丹灶镇组织巾帼志愿者深
入开展垃圾分类行动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
员/李燕梅）9 月 7 日，
丹灶镇开展
“绿

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9 月 2 日，粤港澳大湾区

色传递，
同心启航”
垃圾分类经验分

（南海）智能安全产业园投资推介会在深圳举行，向外界

享会暨巾帼志愿服务队伍授旗仪

推介该园区的配套服务以及相关扶持政策，旨在对接深

式，组织巾帼志愿者力量深入开展

圳安全应急产业资源，加强与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垃圾分类行动。

的沟通交流，引进安全应急龙头项目、头部企业落户粤

“村委妇联同出力，
家庭社会共

港澳大湾区（南海）智能安全产业园。

依规……”一首由良登村“群芳荟”

粤港澳大湾区（南海）智能安全产业园建设领导小

巾帼志愿服务队原创的《垃圾分类

组常务副主任冼增强表示，
“我们带来了‘好的载体’
‘好

好》诗朗诵为活动拉开了帷幕，
朗朗

的政策’
‘好的平台’
‘好的配套’等‘四样好礼’，诚邀各

上口、通俗易懂的诗句，
吸引了在座

位深圳企业代表到园区走一走，看一看，共绘安全产业

参与者的注意。
朗诵队伍中，90 岁的陆要婆婆

发展蓝图。”

和张雁婆婆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宣传
活动，让在场的人深受鼓舞。良登
村
“群芳荟”
巾帼志愿服务队主动做

诚邀深圳企业
“做客”丹灶
会上对粤港澳大湾区（南
海）智能安全产业园相关情况
进行了介绍，
诚邀深圳安全应
急头部企业深入了解，
拉开本
次
“招亲行”
的序幕。
位于南海区丹灶镇的粤
港澳大湾区（南海）智能安全
产业园于 2018 年获得国家工
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批
准为
“国家安全产业示范园区
创建单位”，是广东省首个国
家级安全应急产业基地。经
过几年发展，
园区已经进驻企
业 140 多家，获批专利 1098
件。同时，
南海安全应急产业
迅猛发展，2020 年，安全应急
产业产值初步统计达到 336
亿元。
近 年 来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南海）智能安全产业园已孵
化和引进一批高成长性的科
技型企业，
如周成虎院士担任
法人的地理空间无人机自驾
系统项目、邓玉林院士领衔的
疫苗安全冷箱与云监控平台
项目，以及投资 20 亿元建设
的徐工塔机智能制造基地项
目、国际领先的 DNV 安全评
级学院等实体企业和服务平
台落户。
此 番 深 圳 行 ，丹 灶 镇 还

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者、文明生活

带来了哪些利好信息？
“除
4000 亩核心区之外，未来还
规 划 了 3000 亩 生 产 扩 展 基
地，主要承接大型投资项目，
打造高端安全应急产业的集
聚地。同时，还提供 3000 亩
产学研基地，建设集教育、科
研、成果转化等协同创新片
区，筑巢引凤争取安全应急
领域优质高校落户，为安全
产业几句发展提供人才、智
力支撑。”冼增强介绍，经过
近年来的土地征收、整合，目
前已兴建了百万平方米产业
载体，企业落户可根据实际
情况选取租购。目前，园区
已经形成了集研发、孵化、加
速、基地、基金、服务于一体，
联盟、协会、创新中心兼具的
安全应急产业发展“航母”，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安全应急
产业的创新高地、智能制造
与安全服务高地、防灾减灾
与公共安全高地。
此外，
目前南海区针对智
能安全产业出台了落地扶持
奖励、自主创新奖励、经营奖
励、人才专项支持等多项扶持
政策，
最高奖励 3000 万元，
为
安全应急企业集聚发展提供
坚实保障和支持。

理念的倡导者，积极主动为垃圾分
■粤港澳大湾区（南海）智能安全产业园投资推介会在深圳举行。

类工作建言献策，在基层社区治理
工作中积极发挥妇女力量。
自 2020 年 6 月 起 ，南 海 区 妇

推动
“深圳创新+南海智造”

联、区城管局发起了“垃圾分类 绿

满万家”推进生活垃圾分类项目。
布局安全应急产业，
就是
勾勒未来蓝图。近年来，
佛山
市南海区通过举办两届中国
安全产业大会，
建设国家级的
粤港澳大湾区（南海）智能安
全产业园，
成立佛山市南海区
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
承接了
一批深圳的安全应急前沿技
术、
产业化项目落地。
“早在 2017 年，
南海区开
展了与深安协紧密的沟通与
产业协作，共同推动‘深圳创
新+南海智造’
的有机结合，
未
来将共同推动‘深南’深度合
作，赋能存量企业、链接增量
企业，
实现安全应急产业集群
化发展。”南海区经济促进局
副局长杨毅恒表示，
南海还拥
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完善的
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及多元化
企业扶持政策，
随时欢迎广大
优秀企业到南海创业。
深圳市安防协会会长杨

金才也推介了园区。
“ 协会自
2017 年与粤港澳大湾区（南
海）智能安全产业园建立合作
关系，看中的不仅是南海丹
灶的人杰地灵、土地资源，还
有当地干部务实高效的干事
精神。”杨金才表示，深圳在
技术创新和研发等方面具有
重大优势，将深圳的“创新精
神”与南海的“务实精神”结
合，能共同促进安全防范行
业发展，共绘安全应急产业
发展蓝图。
2020 年以来，南海区先
后从深圳引进重大产业项目
12 个，计划投资额超 300 亿
元。今年 3 月，深圳市乾行达
科技有限公司落子粤港澳大
湾区（南海）智能安全产业园，
该公司董事会秘书杨谦在推
介会上表示，南海宜居宜业，
相关产业配套、城市配套设施
较为完善，
员工在当地能真正

实现安居乐业，
是值得一去的
投资热土。
“园区目前是否有配置相
关产业基金？”
“ 园区周边学
校、商超、医院等城市配套如
何？”
“ 配套扶持政策、准入条
件是什么？
”
推介会上，
不少企
业相关代表积极了解南海营
商环境，
表示有机会要到园区
考察。世界 500 强、深圳正威
(集团)有限公司产业投资负责
人苏金花表示，南海提出“一
对一”针对性的对接方式，是
一份实实在在开展工作的底
气，
也相信培育了良好营商环
境的丹灶能
“筑巢引凤”
，
吸引
龙头企业落户。
本次活动由南海区经济
促进局指导，丹灶镇人民政
府、粤港澳大湾区（南海）智能
安全产业园主办，
佛山市南海
区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深圳
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承办。

丹灶镇妇联结合实际，开展了“绿
色生活，巾帼有为”垃圾分类推广
计划，以良登村为试点推出“垃圾
分类万家齐行动”，形成了具有农
村特色的“垃圾分类‘123’模式”。
“在丹灶镇委镇政府、上级妇联
和城管的支持和指导下，良登村结
合乡村农耕文明特色开展垃圾分类

工作，
围绕 1 个目标、用好 2 条路径、
抓好 3 步动员的服务思路，在深化

‘1+1+1’妇女动员模式的基础上，
强化多元主体参与，织密垃圾分类
‘责任网’
，
以试点经济社为载体，
耕
好垃圾分类‘实验田’，探索具有农
村特色的服务模式。
”
良登村妇联主
席罗庆妹通过“故事+案例”的方式
详细介绍了良登村垃圾分类工作经
验。
“目前，
良登村垃圾分类工作初
显成效，希望丹灶在此基础上深化
‘绿色生活，巾帼有为’垃圾分类推
广计划，动员各试点单位结合自身
实际情况，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农
村路径、古村路径和小区路径。”南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 吴泳 通讯员 张柏林

海区妇联党组成员、挂职副主席付
萍说。

活动向丹灶社区碧桂园小区、
南沙社区、劳边社区、仙岗社区 4 个
示范点的垃圾分类桶边督导员团

丹灶持续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队、垃圾分类巾帼志愿服务队授予

为南海推进镇街综合行政执法贡献丹灶经验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南海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执
法类权力事项首批 1535 项下放
已有 5 个月。9 月 2 日上午，南
海区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
作现场会在丹灶召开，
会议对相
关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
南 海 区 坚 持 机 制 、平 台 、
队伍一体建设，构建高效运转
的综合执法运行机制，形成丹

灶“1+1+N”的综合行政执法
模式和桂城街道“1+2+N”模
式、
“ 快速反应”的铁骑队伍等
先进经验，为镇街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工作向纵深推进持续
提供动能。
自今年 4 月南海区实行镇
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以来，
丹灶
镇紧跟改革步伐，
在全区率先探
索确立了
“1+1+N”
的综合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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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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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模式，即“一个执法主体+
一个司法专业小组+多个执法
专业小组”
。对外以一个执法主
体即镇政府名义独立开展综合
行政执法，
对内成立镇综合行政
执法委员会，
下设一个司法专业
小组和多个执法专业小组。该
模式主要有五大特色，分别为
“归一”
“提档”
“优配”
“合力”
“依
法”
。

会上，丹灶镇党委副书记
何敏仪表示，丹灶打造出的这
一套“1+1+N”综合行政执法模
式主要凸显了“权责一致、管罚
一致、综合大执法、效率优先”
的改革理念，让该项改革工作
能平稳、有序、顺畅进行。
南海区委常委郭家新表
示，各镇街要切实承担主体责
任，奋力推进镇街综合行政执

禁毒宣传
走进有为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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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旗，向垃圾分类巾帼讲师团队颁
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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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改革工作。区级部门要各司
其职，打造一流“大后方”护航
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各镇
街新领导班子要有新气象，要
以更大的视野抓认识，以更强
的决心抓落实，以更大的格局
谋长远，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再出发、再落实、再深化，形成
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南
海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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