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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村改大旗 镇级奖励再加码
狮山召开村改攻坚大会，
坚决完成今年拆除 9100 亩村级工业园目标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通
讯员/李德峰 陈伟坚 摄影报道）7
月 13 日，狮山镇召开村级工业园
升级改造（以下简称“村改”
）攻坚
大会，全面部署下半年村改工作，
将坚持工改工为主，严控旧村改
造，坚决完成今年拆除 9100 亩村
级工业园的目标。

狮山镇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表彰先进名单
（罗村社会管理处）
团队

表彰项目：
联星村旧村改造项目

个人

酝酿出台扶持奖励办法
作为制造业重镇，狮山共有
145 个村级工业园，面积约 6.5 万
亩，约占全南海村级工业园总面
积的三分之一。2021 年，狮山定
下拆除 9100 亩村级工业园的目
标，
划定了 24 个重点项目，
面积约
2 万亩，
采用公有企业兜底介入的
方式，
专门成立了 6 个由公有资产
持有的项目公司，专项出资拆除、
整理、租用。同时，成立相应的项
目推进组，包干负责项目的推进
实施。
2021 年已过半，为加快村改
速度，狮山镇镇长黄伟明对下半
年村改工作进行部署，指出狮山
今年的工作重心是“拆”，要完成
2021 年拆除 9100 亩、三年内拆
除 20400 亩 的 目 标 ，实 现 大 拆
除、大招商、大建设、大改变。黄
伟明透露，狮山镇正酝酿出台村
级工业园改造提升扶持奖励办

法，对拆除改造认定项目拟奖励
体资产交易平台等 5 项具体要
求。另一方面，狮山镇正在制定
20 万元/亩，意味着权利人可获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城市更新
得区、镇两级共计 70 万元/亩的
（
“三旧”改造）项目引入合作方
奖励，另外还增加了“集转国”改
开展土地前期整理工作操作办
造奖励等内容，该政策文件将于
法、
“ 毛地”入市项目选取市场改
近期发布。
造主体工作指引等政策措施，助
同时，狮山镇加强对农村集
力村级工业园拆除改造。
体资产管控的力度，提出纳入改
造范围村级工业园合同到期的，
必须制定旧建筑物拆除计划、完
表彰先进个人及团队
善用地手续才能重新上农村集
村改工作的推进离不开一

夯实防范机制
抓牢安全生产
工情况，敦促施工单位提高思
想重视，
做好围蔽措施，
确保工
程安全施工，
万无一失。
随后，
检查组抽查了位于联
和大道北工业园区内的一家气
体运输公司。该公司是一家危
险化学品经营、
存储企业。检查
组深入内部，
针对企业多种气体
储存、有限空间不够、消防器材
临期更换等情况，指出安全隐
患。
“不同类型的气体有不同的
管理规范。
”
林健结合村（社区）
安全顾问意见，
要求企业对气体
进行分区分类管理，加固放倒
墙、更换消防器材、重视空瓶气
体残余，
切实做好整改工作，
提
高安全生产管理标准。
安全无小事，
常存敬畏心。
林健表示，
安全管理制度是长期
实践经验和无数事故教训的总
结。各企业要敬畏规范，
认真整
改存在的问题，
夯实防范机制；
有关部门要对安全生产工作常
抓不懈，
以严实作风排查整改，
确保狮山镇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筑强
有力的安全保障。

罗村掀起
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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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新

刘永泽

罗村城市更新办辅员

罗村综合办副主任

周泰锋

黄越平

罗村城市更新办辅员

镇农业农村办副主任

■会上表彰在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工作中表现优秀的先进个人以及团队。

狮山镇抽查重点领域企业，检查安全生产情况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兴
通讯员/周永佳）
“企业要时刻遵
守安全生产规范，怀有敬畏之
心。
”
7月14日，
狮山镇委书记林
健带队，
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常
态化检查。此次行动重点针对
危险化学品、
建筑施工领域进行
抽查，
要求涉事单位提高安全管
理标准，
夯实防范机制，
切实做
好有关整改工作。
当日下午，检查组来到南
海北村水系项目(西隆水系）施
工现场，检查施工作业安全情
况。据了解，该项目是一个水
环境综合治理 EPC 项目，建设
工程包括市政雨污水管网工
程、河涌综合整治工程、水利工
程及水生态修复工程。林健结
合近期安全生产事故的实际情
况，
针对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等
涉事单位在履行安全职责过程
中，
容易发生权责不对等、分工
不合理、监管不到位等情况，
现
场要求各单位明确职责分工，
严格按照有关要求，每个招标
工程配置专门的监理单位。同
时，林健针对现场管道沟槽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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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村 改 工 作 人 员 、团 队 以 及 企
业。大会表彰了在村级工业园
升级改造工作中表现优秀的先
进个人以及团队，部分参与狮山
村改的企业代表上台发言。佛
山市富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狮山总商会常务副会长
李耀荣表示，在狮山村改政策的
激励下，只要有机会，该公司以
及商会会员单位都会积极参与，
用民营资本为狮山产业发展贡

献力量。
当天，狮山镇委书记林健为
佛山市狮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等 6 个由公有资产持有的项目公
司颁发“村改攻坚突击队”旗帜，
招展的红旗展示了狮山攻坚村
改工作的决心。
“ 村改攻坚，狮山
必胜。”林健表示，狮山是大镇，
应该有大担当，有大作为，村改
攻坚是决定狮山前途命运的伟
大变革，狮山镇委、镇政府再次

向百万狮山人民群众、区委政府
表态、表决心，村改攻坚任务多
难都会完成。
南海区委副书记伍志强表
示，狮山村改任务占整个南海的
三分之一，任务非常艰巨，希望狮
山继续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
争精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真
干实干的奋斗精神，主动扛起南
海村改的重要大旗，展现出大镇
的大担当大作为。

学习百年党史 汲取奋进力量
狮山罗村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培训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兴 通
讯员/林君 摄影报道）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
择？为什么能永葆生机活力？7
月 8 日，
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全
体班子成员、机关干部、社区党委
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培训会
上，
深刻感悟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与会人员结合管理处实际
工作，
畅谈思想认识，
积极汲取奋
进力量，
启航新征程。
会上，中共佛山市委党校副
教授肖霜分别围绕“学习百年党
史的重要意义、把握百年历史的
主流本质、领悟百年党史的经验
启示”三大内容进行授课。她结
合遵义会议、
“ 火神山建设”等中
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实践，提出
树立正确党史观、坚持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坚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

在丰富党建阵地方面，各社
区因地制宜，通过打造罗村印象
馆、罗村社区党群文化公园、上柏
和白沙桥社区党建主题公园等，
将党建工作从室内“搬”到室外，
让社区党建、社区活动和绿色生
态互相融合。状元社区创新建设
党建有声墙、联星社区打造有声
党建主题馆等，探索“党建+互联
网”
模式，
实现从过去的
“定时学”
“集中学”，向“便捷学”
“ 自主学”
转化。各社区结合各自党建品
牌，
积极打造党员志愿服务
“一支
■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培训。
部一品牌”，通过组织党员亮身
份、亮职责、亮承诺，推动解决群
众“急愁难盼”等问题。截至目
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
学习内容、全面把握上级开展的
前，罗村社会管理处共收集整理
加强党的建设，是百年党史的经
党史学习教育。”何宇聪表示。
54件。
验启示，向与会人员解答了“中
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 “我为群众办实事”
百年征程砥砺奋进。会议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罗村社会管理处 17 个社区制定
最 后 ，何 宇 聪 结 合 管 理 处 各 项
培 训 结 束 后 ，狮 山 镇 委 委
了一系列学习方案和计划。各社
实际工作，要求各社区、部门继
员，罗村社会管理处党委书记、 区不仅围绕深入读原著学习、现
续把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主任何宇聪畅谈思想感悟。他
场教育学习、集中培训交流学习
通过各社区党委书记亲自抓落
认为，如何全面、整体、准确地把
等方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还通
实，严把关、部门加强“实事”调
握党史，是每一位与会人员都需
过制作
“学党史忆初心”
主题微视
研，形成统战力量，将党史学习
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 希望
频、专题宣讲、主题竞赛、组织老
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
各位党员明白身份和角色，提高
党员讲历史故事等形式践行“以
强大动力。
认识，全面把握党史、全面把握
学促提升”
。

点亮微心愿
为民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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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星级服务
凝聚退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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