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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 通

讯员/邓丽娟丹宣摄影报道）思

想再解放，改革再出发。12月

14日下午，丹灶镇召开现场工

作会，围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展

开大讨论，镇领导班子、有关办

局负责人、村居党组织书记积极

发言，建言献策，进一步集思广

益、凝聚共识，同时纷纷表态，全

力以赴啃下人居环境整治这块

“硬骨头”，为丹灶争做大湾区新

兴产业集聚发展标杆镇汇聚强

大精神动能。

全力以赴
打好环境整治硬仗

当前，南海区正紧抓机遇，

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精神，

全面落实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

创新实验区建设重点任务和实

施方案部署的主要目标，初步形

成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新格

局，产业发展迈上新的台阶，农

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步伐明显加

快，城乡人居环境质量大幅提

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

是各镇街助力南海建设省城乡

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的重

要抓手，而其首要任务正是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是一场刻不容缓

的“硬仗”。

乡村美不美，关键看环境。

当天现场会上，下沙滘社区党总

支部书记伦湛垣现场表态，社区

两委始终立场坚定，态度鲜明，

有信心啃下人居环境整治这块

“硬骨头”，将倾全社区之力，建

设整洁干净、美丽宜居的“新下

沙滘”。

强化执法力度，是推动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的坚实后盾。丹

灶镇综合执法办主任吴伟健表

示，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要各

部门、各村居形成合力，在细节

上做足“绣花功夫”，才能将工作

高效推动，同时不断强化执法，

未来镇综合执法办将成立工作

小组，对各村居内乱搭乱建行为

依法打击，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顺利开展提供强而有力的保障。

“全镇上下要共同打赢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这场‘硬仗’，还广

大村民一个干净整洁人居环

境。”丹灶镇党委委员陈伟聪表

示，各村居、各职能部门要始终

落实主体责任，提高政治站位，

严格责任到人，按照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路线图、时间表，实行

任务倒逼，再掀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高潮。

丹灶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冯

世荣表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是

群众的最为关心、最为期盼的头

等大事，各部门、各村居要做到

找准问题，精准发力，铺排资源、

日夜兼程，形成强大合力，通过

广泛发动村居党员、群众参与其

中，共同推动全镇各村居的村容

村貌进一步提升提质。

形成合力
发动党员群众齐参与

“能让村民收获幸福感的除

了集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居环

境的提升也是感受最深的变

化。”丹灶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何

敏仪表示，推动人居环境提升是

惠及村民的大好事，希望各村居

两委将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一个

契机，把村内历史存量难点问题

系统梳理、逐一击破，同时提升

社区两委班子基层治理能力，通

过广泛发动党员、志愿者、热心

群众参与其中，凝心聚力，形成

强大合力，克服一切困难阻碍，

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丹灶镇党委书记陆文勇表

示，各职能部门、各村居要高度

重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不断提

高政治站位，杜绝麻木思维，全

力打击整治村居黑臭水体、乱搭

乱建、侵占集体用地等乱象，将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扎实做好。

陆文勇指出，必须以铁的手

腕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做到“强整治，善管理”。要求执

法部门进驻村居，发现侵占集体

土地等两违情况，一律开展铁腕

整治，同时要不断强化党建引

领，广泛发动党员、群众参与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实现“自己的

家园自己建设，自己的家园自己

管理。”

陆文勇还要求，各职能部门

要强化联动实现通力合作，各村

居要责无旁贷负起主体责任，同

时要持续强化宣传引导，借助媒

体平台强化宣传，既宣传取得良

好成效的模范村居，也要敢于揭

短，对典型案例进行曝光，通过

多方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为广大群众交出满

意答卷。

丹灶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大讨论

下大力气啃硬骨头
提升人居环境颜值

南海区党代会报告中提

出，要高起点深化土地制度

改革，探索推进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并推进村改攻坚，确

保2023年前基本完成村改

任务；区政府工作报告也指

出，要以“村改”攻坚为突破

口，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

着力点，系统规划，促进城乡

全面融合、协调发展。

科学谋划，有序推进。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南海区

委区政府的部署，丹灶镇快

速反应，目前已组建了一支

由镇党委书记陆文勇挂帅，

敢于冲锋、敢挑重担、敢于争

先的“丹灶先锋”队伍，全面吹

响攻坚号角，以势不可挡的

气势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发

起总攻。

有序推动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需要全镇各职能部门、

各村居高高扛起全面整改的

先锋旗帜。当天，丹灶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何敏仪与南

沙、西岸、联沙、上安、下滘、东

联等责任村居以及生态环境

监督管理所、自资所、执法办

等责任部门代表签订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工作责任状，进

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全

镇各部门、各村居推进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大攻坚的共识

和决心。

全面冲锋的号角已经吹

响，丹灶如何打赢这一场生

态空间再造的硬仗？丹灶镇

副镇长刘小祺表示，要坚守

“一条线”，守住生态保护、工

业用地、永久基本农田“三条

红线”；要算好“一盘账”，借着

开展“思想大解放，改革再出

发”大讨论的契机，深入讨论

共商改革发展的大计，算好

经济账、生态账、长远账；立好

“一面旗”，扛起“南海雄狮、丹

灶先锋”的旗帜，发扬“立志愿

为、担当敢为、崇实善为”的有

为精神；保持“一条心”，镇委

镇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冲锋，

各部门、各村居通力协作，上

下一下，一往无前。

丹灶镇召开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暨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环境治理推进现场会

“四个先”全力冲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向最难处挺进，实现全域土地

大整治大腾挪。自11月23日南海

区召开全域土地整治誓师大会以

来，“丹灶先锋”上下一心，集全镇之

力推进全域土地整治工作，制定出

台《丹灶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工

作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全镇工作目

标：2022年底前完成750亩的低效

建设用地腾退、复垦工作，2023年

底完成一共1500亩的工作任务；

2022年底完成拆除1700亩的村改

任务，全面完成建设产业保障房和

宅基地改革任务。据了解，丹灶镇

委镇政府已经明确要将生态空间再

造攻坚战场与城西片区、大金智地

片区村改战场共同作为全镇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的三大主战场。

截至日前，“丹灶先锋”全力推

进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空间再造已首

战告捷，完成停产并且签订搬迁协

议156亩，拆除面积达9万平方米；

预计新签订停产的协议60亩，新拆

除的面积有约4万平方米。

王勇对丹灶镇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给予肯定，并提出“四个先”要

求，一是要学改革谋变的先知，学习

有为精神，做到积极主动，敢于改

革，谋求变革，推动产城融合度、产

业集聚度、生态建设水平再提高，推

动工作再上新台阶；二是抢创新驱

动的先机，丹灶抢占了南海重要新

兴产业氢能产业的先机，正处于走

过最艰难的“拓荒阶段”、即将出效

益的重要节点，更要把抢创新驱动

作为工作重点开展；三是以生态建

设为先导，生态不仅是群众最关心

的民生，也是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发

展高端产业的基础，要敢于用生态

来作城市的最靓丽名片，敢于用生

态建设的投入来谋划未来的发展；

四是当攻坚克难的先锋，在推动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每名党员

干部就是一个堡垒、一面旗帜、一个

先锋，要做到身先士卒，深入走好群

众路线，也希望丹灶各项工作继续

争当标杆，赢得更辉煌的明天。

“丹灶先锋”再次吹响冲锋号角。12月23日

上午，随着多台拆除工程机械统一作业，丹灶镇

西岸村一片低矮残旧厂房缓缓倒下，拆除的轰鸣

声体现了丹灶镇正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推进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从容迈出稳健有力的前进步

伐。当天，丹灶镇召开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暨国家

湿地公园生态环境治理推进现场会，南海区委副

书记、区长王勇对丹灶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

予以肯定并提出“四个先”要求：学改革谋变的先

知、要抢创新驱动的先机、以生态建设为先导、当

攻坚克难的先锋。

南海区副区长徐永强，丹灶镇全体领导班子

成员，镇机关各办（局）负责人，各村（社区）、仙湖

管理处党委（总支部、支部）书记等出席现场会。

部门村居签订责任书
全面吹响攻坚号角

做活土地文章，一子活，满盘

活。12月12日，“丹灶先锋”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生态修复攻坚组进驻

西岸村，打响西岸村土地综合整治

生态修复攻坚战。攻坚组发扬“全

力以赴加油干，奋发有为做先锋”

的精神，昼夜兼程、加班加点，用心

用情做通经营户和经济社工作。

只用了7天时间，完成涉及所有厂

企的搬迁协议签订及腾退清空。

“丹灶镇西岸低矮残旧厂房项

目拆除行动正式启动！”昨日，随着

陆文勇一声令下，多台钩机同时启

动，对片区低矮残旧厂房进行拆

除。通过此次攻坚，西岸村将拆除

腾退基围边低矮破旧的工业厂区，

拆除腾退后生态修复为绿地使用。

未来，随着金沙岛国家湿地公园周

边碧道建设，西岸村将形成更加靓

丽优美生态环境。西岸村将成为名

副其实“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的美丽乡村。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关乎现代

化活力新南海的建设，关乎未来五

年能不能再造一个新丹灶，丹灶将

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

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何敏仪表

示，将按照丹灶的发展定位，将以佛

北战新启动区1.3万亩的土地、城西

片区、翰林湖、良银新万亩农业生态

示范区等为核心，科学规划产城人

的空间布局；集约整理，破解土地碎

片化带来的利用效率低下、产业形

态低端的问题，借助“地券”“房券”

“绿券政策”，推行“产业保障房”和

“生态置换池”；坚守“三条红线”，开

展强有力联合执法，加快推进无人

机“空天地”一体化系建设，重拳打

击违法行为；建立土地综合整治利

益共享机制，形成土地高效利用、增

值收益共同分享，经济协调发展的

新格局。

7天完成厂企搬迁腾清
打响生态修复攻坚战

“丹灶先锋”首战告捷
全力攻坚克难争当标杆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吴泳 通讯员丹宣

■丹灶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大讨论。

■村居部门签订责任书，锻造“丹灶先锋”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