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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9 日，南海区举行

2021年度城市更新（“三旧”改

造）项目投资推介会暨泛家居产

业生态大会。大会推介城市更

新项目198项，共约6.6万亩，包

括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项

目、村级工业园改造提升项目、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项

目、区（镇）储备土地、旧村改造

项目以及农业文旅等项目。其

中狮山镇占 21 个项目，共约

11144亩用地。

狮山21个城市更新项目
亮相全区投资推介会

整理/珠江时报见习记者曾雯

新闻速 览
珠江时报讯（记者/孙茜

通讯员/狮宣 陈少媚）3月 30

日，狮山镇召开“暖春行动”助

力企业发展大会，发布《狮山镇

扶持企业发展若干政策纲要》，

每年计划投入5亿元，提供融

资上市、风险贴息、小升规等十

大类扶持。同时，京东城市（佛

山）数字经济产业园启建，4家

企业签约入园，还进行系列银

行授信、企业供需、校企合作签

约。南海区委副书记伍志强出

席活动。

狮山镇有8.5万家市场主

体，为推动企业发展壮大，狮山

镇发布《狮山镇扶持企业发展

若干政策纲要》，每年计划投入

5亿元扶持资金，用近年来的

最大力度，为融资上市、风险贴

息、小升规、技改、技术创新、双

创团队、知识产权、知名品牌、

标准研制、引育人才这十类情

形提供政策扶持。

在各级政策的扶持下，狮

山成为创新企业及平台集聚的

热土。当日，京东城市（佛山）

数字经济产业园启动建设，佛

山市佛心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等

4家企业签约入园。京东城市

（佛山）数字经济产业园代表张

祖奎介绍，产业园落地京东商

家服务中心、直播基地等公共

职能组织与团队，为企业提供

上云上平台、产业大数据分析、

京东平台代入驻等服务，目前

已有20家企业签约入园，园区

企业总容量约为200家。

狮山镇还联合总商会等

开展常态化“暖春”服务，促成

一批银行授信、企业供需、校企

合作签约。会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分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狮山支行等多家银行，向10家

狮山企业进行了授信，授信总

金额超90亿元，主要用于支持

有色金属等产业及基础设施建

设和特色产业园开发等。

此外，佛山市南海新达高

梵实业有限公司等12家企业

进行供需合作签约，“佛山科学

技术学院+佛山维尚家具制造

有限公司”等5对校企合作项

目进行签约。本次大会还特邀

京东旗下生活家居自有品牌

“京东京造”代表赵胜菊作主题

推介、中国移动产业研究院工

业能源行业总监任骋介绍移动

5G+工业互联网的相关服务、

佛山南海供电局综合能源管理

专家刘文奎作《节能与电能替

代技术推广》发言。

狮山镇委书记林健表示，

坚守制造业是狮山的责任与担

当，要营造亲清政商关系，主动

担责，用心用情留住企业。接

下来，狮山将多措并举提供高

质量服务，探索在企业建立政

务服务监督员制度，完善用地、

人才公寓等方面的配套，携手

企业将大湾区产业高地这个品

牌擦得更亮。

伍志强表示，狮山镇起到

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发布

扶持企业发展若干政策纲要，

用实际行动助企、惠企，彰显了

大镇的大担当。接下来，希望

狮山镇贯彻落实好区委赋予的

战略定位，展现更大担当，作出

更大作为。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

云）3月30日，南海区委副书记

伍志强带队到狮山镇开展森林

防火督查，要求全力做好森林

防火工作，严防山火和安全事

故发生，确保市民生命财产和

森林资源安全。

当日上午，督查组来到大

学城社区的云梯岗，详细检查

防火宣传、散坟管理、可燃物清

理、巡逻员上岗、火源管控等情

况，要求在清明期间全面加强

云梯岗森林防火各项措施。

“专职森林防火队有多少

人？”“24小时值班制是暂时的

还是长期的？”伍志强细心查看

了山林防火隔离带、出入口值

守、人员安排、应急预案等情

况。佛山市中鑫智慧商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经理李少鑫介绍，

他们负责管理的山林常年实行

24小时值班制，针对清明节更

是制定了森林防火工作方案，从

加强防火宣传、严格落实责任、

组织森林防火专项督查、做好应

急处置准备等方面，切实做好清

明期间森林防火工作。

“狮山有山林的村（社区）

共48个，涉及山林2.8万亩，森

林防火压力大。狮山镇规划用

两至三年的时间，完善村（社

区）的山林防火设施，目前首期

17个村（社区）已经启动。”佛

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狮山

管理所所长范丽华介绍，狮山

专职森林防火队共有30人，常

驻南国桃园，除了日常的巡视，

清明、重阳等重要节点都会加

强巡防。

“清明期间森林防火压力

大，狮山要加强人财物的保障，

加强巡查，提前做好预防措施，

对于清明期间的祭扫活动一定

要严格按照区、镇的相关规定

执行，做好安全保障工作。”伍

志强要求，要全力做好森林防

火工作，加大护林防火宣传力

度，严格落实森林火险预警的

各项响应措施，加强带班值班，

及时全面掌握防火工作动态，

确保遇到突发情况能及时出

动、处置有力，确保市民生命财

产和森林资源安全。

近年来，狮山一直秉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构建

绿色生态屏障，实现生产生活

生态“三生融合”，凭借优越的

区域、生态环境，狮山引来了不

少企业落户。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马一右）狮山教育又有大动作！

3月28日，狮山镇举行推进教育

高质量发展大会，重磅发布狮

山镇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实

施方案和系列激励方案，计划

投入80多亿元，以高起点新规

划、高标准大投入、高覆盖重激

励加速“岭南教育名镇”“粤港

澳大湾区教育明珠”建设。南海

区副区长冼富兰出席会议。

近年来，狮山镇委、镇政府

通过“同步审核、走绿色通道”

等创新举措，缩减审批流程，提

高行政效率，先后投入18.9亿

元，建成了英才学校、博爱一小

等5所新校，扩建了联和吴汉

小学等15所学校，共增加学位

2万多个；先后投入 5400万

元，建设4所高标准、高档次、

高品质的公办幼儿园，可容纳

1680名幼儿就读，“5080”工

程完美收官。据统计，“十三

五”期间，狮山合计投入60多

亿元教育经费。

站在“十四五”开局之年，

狮山将再度发力。“十四五”期

间，狮山镇将继续坚持“五个优

先”（优先发展教育、优先解决

教育问题、优先安排教育资金、

优先规划教育用地、优先办理

教育事务），计划投入80多亿

元，增加公办中小幼学位2.8万

个，并用“十大行动”描绘狮山

教育的发展蓝图，唱响“五育并

举”主旋律。

大会还首次提出创建狮

山镇“教育共同体”，并举行狮

山镇中小学一体化“和美博爱”

共同体授牌仪式。大圃中学、

英才学校、官窑中学、官窑二

中、桃园中学、罗村二中、罗村

一中、狮城中学、小塘中学共9

所学校成为狮山镇打造教育共

同体的先行者。

在“和美博爱，点亮未来”

发展核心理念的推动下，狮山

教育还呈现出了社会各界同心

同德、凝心聚力的良好生态。

当日，8个热心支持教育单位

（村居和企业）、10个最美家校

志愿服务护航者上台接受授

牌，9个首批学校特色教育指

导老师获授聘书。

“教育是狮山最有价值的

投资。”狮山镇镇长黄伟明表

示，狮山将城乡教育一体化发

展纳入全域城乡融合的工作项

目中，围绕“和美博爱，点亮未

来”的发展理念，按照“优质、均

衡、现代化”的总体要求，集中

力量，凝聚共识，打造名副其实

的“岭南教育名镇”，以狮山教

育的新腾飞，为广东省城乡融

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作

出大镇担当。

“作为南海教育的重要部

分，狮山教育强，南海教育会更

强。”南海区教育局局长张苑发

表示，狮山镇委、镇政府重视教

育，义务教育体量超过全区的

20%，且教育的定位高远，“和

美博爱”的教育理念与南海教

育理念切合，他看好狮山教育

的发展前景。

佛山已启动第三代社会保

障卡发行工作，第三代社保卡颜

值更高，功能更全。第三代社保

卡将加载“非接触”功能，相比第

二代社保卡，通过这一技术改

进，可以大大方便持卡人用卡，

拓展应用场景。同时，以线下应

用为主的社保卡还将与互联网

和大数据深度融合，通过搭建社

保卡线上服务平台，对接更多的

社会服务渠道。

现在，线上线下都可以申

领第三代社保卡。线上申领可

关注“佛山社保”公众号，选择

“社保卡业务办理”微信小程序

进行申领。线下可通过农行、

建行、工行、中行等13家银行

网点换领。

第三代社保卡
动动手指就能申领

近日，南海区印发《佛山市

南海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操作

规程》，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强

化前期协调及施工过程监管工

作，打造便民高效的加装电梯全

流程服务指引。

《操作规程》中提到，对南海

区范围内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

目，经镇（街道）初审后转交给区

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核发。

按照5万元/台的标准予以补助，

补助资金可以用于电梯保修期

满后的维修养护。对于已领取

电梯专项补助资金的电梯项目

不得再次申领。

在《操作规程》印发之前（即

2021年2月8日前）开工实施的

加装电梯项目，资料难以满足新

文件要求，市民可按照原南府办

〔2018〕35号规定的流程和资料

申领3万元/台电梯的财政补助。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每台补助5万元

狮山召开“暖春行动”助力企业发展大会，发布力度最大的撑企政策

每年拟投入5亿元 提供十大类扶持

南海区委副书记伍志强带队到狮山开展森林防火督查

落实森林防火措施 保障人财物安全

狮山召开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发布一揽子规划实施和激励方案

五年投入80多亿元 打造“湾区教育明珠”

■狮山镇企业供需合作签约仪式。 珠江时报记者黄永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