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海区十七届人大一

次会议11月 11日开幕。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南海

要以改革激发全面转型活

力，未来五年将重点推动

八大转型，全力打造现代

化活力新南海。

作为千亿大镇的狮

山，应该在哪里发力、怎么

做、如何高位进发，为打造

现代化活力新南海挺起产

业创新的脊梁？一起听听

狮山各界的声音吧。

千亿大镇如何高位进发？人大代表、居民为狮山发展建言献策

聚焦重点精准发力 挺起产业创新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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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力度

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老旧小区

改造力度，完善小区配套和市政基础设

施、环境，提升物业市场化服务水平。这

引起不少代表、居民的热议。

一些老旧小区成功改造，也有一些老

旧小区正在经历改造的“阵痛”。加装电

梯费用如何平摊、住户改造诉求不一、小

区改造后维护运营不善等，是老旧小区改

造面临的共性问题。

“意见最大的就是底层住户，觉得用

不上也占用空间，不愿意出钱。”区人大代

表、颜峰社区党委副书记钟肖薇建议，解

决这类问题，要促使社区居委会、小区党

支部、物业管理处、业主委员会形成合力，

协商解决费用不均的问题，对于特别难攻

关的住户，要充分发挥“创熟”经验，让熟

人去做通工作。

在塘中、乐安、罗湖等社区有不少旧

楼没有电梯，老人上下楼不方便，加装电

梯的需求大。“我们经常到居民家中做宣

传，但往往就卡在一二楼的住户那里，加

装电梯的方案无法通过。”罗湖社区不少

楼长建议，政府应完善政策、加大资金扶

持力度，对于受影响的低层住户可以给予

一些补偿。

5年内投入600亿元支持教育事业，

逐步提升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在校学

生占比，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钟肖薇表示，这对群众来说是利好消息，

希望优质教育资源能够继续向基层社区、

农村靠拢，做强优质教育，留住高端人才。

“村里有了优质教育资源，农村也进入

了高端技术人才的视野，与之相应的，高端

技术人才的来往，也为乡村的发展带来了

新的契机，助力乡村振兴。”钟肖薇表示。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福云

“区财政在5年内投入

180亿元，大力支持科技创

新和人才发展。我们对这

点很是期待。”区人大代表、

佛山市南海松岗新亚太铜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孔丹文

表示，传统制造业的转型除

了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更重

要的是人才，这次政府在人

才方面大力投入，为企业转

型带来了希望。

她建议，除了资金投

入，更需要高标准提升城市

服务功能及城市配套，以优

质服务、多元文化引才聚

才。此外还要借助科技创

新、高校等平台培育人才，

解决人才紧缺的问题。

对此，狮山镇产业园区

服务中心将联合企业、学校

成立校企合作联盟。借助

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平

台，为高校生提供实践机

会，通过举办学术交流会、

技能培训等，有针对性地培

养企业所需人才，进一步吸

引南海培养的大学生留在

当地就业，助力企业发展。

同时，还将把企业引入高校

开展人才双选会，搭建桥

梁，为高校应届毕业生提供

求职平台及就业单位，也为

企业解决用工问题。

“作为党校，我们积极

响应，安排‘云党课’，把区

委区政府及镇委镇政府对

狮山的期待第一时间传达

给基层党员。”狮山镇委党

校专职副校长李骏介绍，接

下来，该校将围绕区人代会

及狮山未来发展规划，充分

发挥干部培训、思想引领、

理论建设、决策咨询作用，

助推狮山开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

“企业要建立自己的软件部

门，重视软件工程师的作用，帮助

企业进行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

级。”区人大代表、佛山维尚家具制

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连柱建议，在

加快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方

面，年轻人是软件开发的主力军。

因此，政府应提供有针对性

的激励政策，鼓励更多软件工程专

业的年轻人来南海发展。同时，企

业也要学会“放手”，让这些人才去

闯去干。

区人大代表、广东南海高新技

术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郭

红霞表示，高控公司作为公有企业，

将从搭建平台、提供空间、建立园区、

强化配套四个方面着手，助推“南海

制造”向“南海智造”转型升级。

在郭红霞看来，要实现这样

的目标，首先需要科技支撑，所以

要率先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其次，

要通过村改给产业发展提供空间，

让新兴产业顺利落地。此外，还要

建立园区和强化配套。建立园区

是为了筑巢引凤，更好地承接粤港

澳大湾区内其他城市孵化成功需

要外溢的产业；强化配套则是构建

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中心的配

套和产业布局，从而更好达成“两

业融合”的目标。

■狮山加快博爱新城建设，提升城市辐射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摄

重点领域发力 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强化“引育留用”打造人才“强磁场”

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规划

建设狮山科学智造城，为全区创

新发展扛起大鼎，瞄准大学城片

区创新科研和文化教育资源优

势进行谋篇布局，这为狮山打造

佛山科创新城指明了方向。

狮山科技创新有一定的基

础，集聚了广工大研究院等科技

创新平台20个、国家级科技孵

化器6个、国家级众创空间5个，

已构建起“众创空间-孵化器-

加速器-产业园区”的全过程创

新生态链。接下来，狮山将继续

完善产业链，计划争取新增市级

以上孵化载体15家以上、创新

创业平台30家以上，加快构建

科技创新生态链，为狮山支撑先

进制造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新增创新科技载体实现高

质量发展，需要土地做支撑，那

么土地怎么来？

“当前，狮山的发展空间已

经遇到了项目等地的问题。”麦

满良表示，为解决这一问题，狮

山将加快拓展发展空间，一是计

划新增征地15000亩土地，其中

1万亩用于支持产业发展和城

市建设，5000亩用于市、区两个

创新区建设，为进一步引入科创

型龙头企业，提速打造智库科技

城提供产业空间。

另一方面是通过旧改，加快

推进村级工业园改造升级，积

极推进“工改工”项目。目前，

狮山有40多个旧改项目，涉及

土地23000多亩。“现在我们是

用公有公司兜底的方法，采用

土地流转、毛地入市等举措，为

狮山的产业拓展更大的发展空

间。”

这与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

科学规划产业发展空间、决战决

胜“村改”攻坚、集中力量大抓招

商引资等部署不谋而合。

狮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麦满良在南海两会·镇街访谈中提出

六个“加快”开创狮山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狮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麦满良在南海两会·镇街访谈中提出

六个“加快”开创狮山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开放融

合，推动城市发展转型，奋力在城乡全面融

合上走在全国前列。在这方面，狮山大有

可为。

在城市辐射力方面，狮山将把佛山西

站枢纽新城、博爱新城与南海大学城近

100平方公里区域，构建成强中心的产城

人文深度融合城市建设的标杆。同时，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佛山西站枢纽新城和南

国桃园城乡融合示范片区建设，带动乡村

振兴统一发展，把狮山镇乡村振兴工作统

筹起来，推进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新局面。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用了很大篇幅

讲述民生要突出优质均衡，要推动民生事

业转型。狮山紧跟区委区政府的步伐，加

快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做大“量的供给”、做

好“质的提升”，统筹做好教育、医疗、养老、

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工作，努力打造“幸

福狮山”。

未来五年，狮山将投入80亿元，提升

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与教师水平；支持公共

卫生医院创建三甲，推动南海经济开发区

人民医院改革，与南海人民医院组成区域

紧密型医联体，促进镇内医疗资源共联共

享；积极发展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服务，探

索建立“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社区、家庭”

四位一体的养老服务模式，全心全意提升

人民群众幸福指数。

可以预见，随着狮山六个加快推进落

地，为南海八大转型见实效提供有力支撑，

“智造狮山、生态狮山、幸福狮山”未来可期。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福云通讯员狮宣

“区政府工作报告有

高度、有深度、有温度，‘八

大转型’为未来五年的发

展指明了路径和重点。接

下来狮山应该有所作为。”

在11月12日举行的南海

两会·镇街访谈中，狮山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麦满良

畅谈狮山发展的新部署。

麦满良提出，狮山要

通过加快拓展发展空间、

构建科技创新生态链、创

建“两业融合”示范镇、营

造一流营商环境、统筹城

乡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六

大方面，不断开创狮山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努力在现代化活力新

南海建设中贡献更多的狮

山力量。

八大转型离不开先进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

度融合，更离不开一流的

营商环境。

南海区委要求，狮山

要创建“两业融合”示范

镇。狮山在先进制造业方

面，有汽车零部件、生物医

药、新能源汽车、有色金属

等先进制造业代表，但现

代服务业仍是短板。

如何破题？狮山将依

托佛山西站枢纽新城、博

爱新城等，加快培育以现

代物流、信息服务、电子商

务、文博旅游等为重点的

现代服务业，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

产业深度融合，辐射带动

上下游产业集聚发展，推

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融合发展，加快“两业融

合”示范镇创建步伐。

区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南海将坚决落实市委

“一号改革工程”，加快打

造高效政府，进一步擦亮

“高效南海”品牌，营造一

流营商环境，全面激发市

场和社会活力。

麦满良表示，狮山要

争当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的

标兵，通过探索建立“洽

谈-签约-落地-建设-生

产”的全链条服务保障机

制，制定扶持企业发展政

策，出台优化制造业营商

环境十大措施，加快打造

“政策最优、成本最低、服

务最好、办事最快”的一流

营商环境“高地”，为入驻

企业提供优质服务，推动

企业落地后更快产生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拓展发展空间
构建创新生态链

建“两业融合”示范镇
做优化营商环境标兵

■■狮山加快狮山加快““两业融合两业融合””，，为一汽为一汽--大众佛山分公司等先进制造业服务大众佛山分公司等先进制造业服务。。珠江时报记者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廖明璨摄摄

统筹城乡融合
增进民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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