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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打卡狮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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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后如何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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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海区体育中心高压线

迁改（博爱路、狮城路人行天桥）

配套工程—3 号人行天桥（博爱

路）建设工程施工计划，狮城路、

博爱中路路口的永久交通信号灯

停用，计划用临时交通信号灯放置

于路口中央，代替指挥车辆通行。

具体停用时间为4月29日至9月

30日。

狮城路、博爱中路路口
启用临时交通信号灯

新闻速 览

佛山西站4月30日至5月5日

实行“两进两出”，开放东、西区进站

口和东、西区出站口。

“五一”假期，佛山西站加开

列车保障市民出行。其中南广

线、贵广客专加开图外高峰线 5

对；深湛线江湛段加开图外高峰

线1对，增开图定列车3对；广珠

城际列车开行日期调整，4月 29

日、5月4、5日佛山西—珠海加开

D7131次，4月 30日、5月 5、6日

珠海—佛山西加开D7132次。

“五一”佛山西站
增开多趟列车

4月26日，狮山镇罗村第十四

届“弘扬孝道 崇尚美德”摄影大赛

作品展在狮山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罗村文化中心）1楼展出。

本次展出的作品内容涵盖狮山

镇罗村第十四届孝德文化嘉年华活

动的精彩花絮，包括尊老爱幼、关爱

他人、群众幸福生活的感人瞬间，以

及狮山罗村的城市建设新貌、传统

文化之美。

展出时间将持续到 5 月中

旬，有兴趣的市民可自行前往观

展。

罗村摄影大赛作品展
持续至5月中旬

树本狮山官方微信

整理/珠江时报见习记者曾雯

珠江时报讯（记者/孙茜）4

月28日，南海区召开村改大攻

坚2020年度表彰暨2021年上

半年巡查大会，市委常委、南海

区委书记闫昊波，区委副书记、

区长顾耀辉等组成巡查组到各

镇街巡查，第四站来到狮山镇

松岗富豪网络线材厂地块改造

项目现场，了解项目的进展和

狮山村改特色做法。

狮山制定了《2021年狮山

镇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项目

库》，明确升级改造项目共50

个，面积近2.4万亩，且挂图作

战标示库中面积较大的20个

重点项目共计超2.1万亩，绝大

部分都在城乡融合十大示范片

区（南国桃园片区、佛山西站枢

纽新城片区）范围内。

在松岗富豪网络线材厂地

块改造项目现场，伴随着3台钩

机的轰鸣声，旧建筑被一一拆

除。这里将重建3栋工业大楼，

名为创信智造园，总面积约

33.83亩。改造类型为工改工，

实施方式为原土地使用权人自

行改造，供地方式为协议出让。

狮山镇镇长黄伟明介绍，

地块现有厂房、办公楼、宿舍

建筑面积近1.4万平方米，计

划全部拆除实施改造，在原址

重建3栋配套完善的多层研发

类综合用途工业厂房。未来

拟引入新能源汽车配件、五金

家电、美容美发整形设备等产

业项目，项目方正按照相关规

定申报产业用房分拆销售。

狮山镇将引导其与周边的改

造项目共同打造成产业社区，

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完善城市

功能配套。

“我们今年村改目标是拆

除改造10000亩，平均每日要

拆30亩。”狮山镇委书记林健表

示，狮山村改第一是坚持以拆

为主，拆字当头；第二是坚持工

改工，狮山的底气、竞争力就是

制造业，一定要在坚守制造业

的基础上，适当安排商住类；第

三是坚持公资企业主导，给予

大量政策支持。

2021年至 2023年，狮山

镇开展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

大攻坚，3年需拆除改造村级

工业园20400亩，约占全区的

三分之一。2021年需完成拆

除改造 9100 亩、综合整治

15000亩的任务目标。2月1

日，林健在镇党委工作会议上

提出拆除改造10000亩的更

高要求，并开启了挂图作战。

到目前为止，狮山镇今年已上

报拆除改造村级工业园约

1400 亩，累计完成拆除改造

面积近10000亩。未来，狮山

将用优势的现代产业替代村

级工业园的低端产业，夯实高

质量发展的基础。

顾耀辉表示，狮山今年村

改压力不小，但有两条经验值

得大家学习。第一是坚持工改

工，狮山镇委态度坚决，这跟狮

山定位相辅相成。第二是狮山

探索出了适合自己的村改路

子。如果完全依靠市场就不容

易快速推动工作，狮山选择以

公有资产为主、以拆为主。

顾耀辉希望，各镇街能结

合自己实际情况，尤其是每个

项目的不同特点，探索出一些

新的做法和措施，区下一步也

会对公有资产参与村改进行一

些政策支持，“不能将村改完全

市场化，但不排除市场参与。”

珠江时报讯（记者/孙茜

通讯员/狮宣）4月22日，狮山

镇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党

史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会

议要求，不断提高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思想认识，精心

组织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

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深入推进乡村振兴等

镇委镇政府中心工作。

学习会由狮山镇委书记

林健主持。佛山市委党校副

校长刘宁作《中国共产党百年

奋斗的光辉历程和历史性贡

献》专题辅导报告，讲述了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意义、重

点、要求，同时围绕中国共产

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及历

史性贡献、中国共产党百年历

史经验总结这两大框架进行

授课。

狮山镇党委扩大会议成

员、各社会管理处全体班子

成员、镇机关各办（局、所）负

责人、各社会管理处各办负

责人、各村（社区）书记，以及

两新党组织代表参加学习

会。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报

告主题鲜明、语言生动、内涵

丰富，对准确把握总书记、党

中央的部署要求，深入学习

百年党史有很大帮助，深受

启发。

林健提出，要提高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思想认识。

各级党委要开展好专题学

习，把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的任务要求贯穿

到学习教育全过程。全镇各

级领导干部要先学一步、学

深一层，示范带动广大党员

干部深入学习，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

林健要求，要精心组织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讲。积

极开展面向基层的党史专题

宣讲，与群众面对面交流。

推动宣讲进企业、进农村、进

机关、进校园，实现对各领

域、各群体全覆盖，营造学习

党史的浓厚氛围。

林健要求，要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认真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不断完善“小切口大变

化”民生实事办理制度，推动

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办好就业、教

育、医疗、养老、住房、交通、

文体等民生实事。要把“办

实事”与“开新局”贯通起来，

引导党员干部深入推进乡村

振兴、村改大攻坚、水环境治

理、安全生产等镇委镇政府

中心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际行

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

周年。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

云 孙茜）目前，狮山正全力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全面推进“我为群众办实

事”。4月27日，狮山镇镇长

黄伟明到多个村居走访，倾

听并收集群众的诉求，为民

办实事。

当日，黄伟明一行来到

狮城社区，首先与该社区党

委干部学习《狮山镇开展镇

村共建“大学习、深调研、真

落实”工作方案》，提出社区

干部在工作中要积极收集社

区的热点、难点、痛点问题，

进行月度“深调研”，研究解

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办法措

施。

随后，黄伟明一行来到

狮城社区南油基地小区，分

别走进南油党支部党员曾耀

均与胡胖元家，倾听他们的

诉求，以及对社区事务的意

见建议。

“年纪大了，爬楼梯不方

便吧？”看到两位党员年纪已

大，黄伟明亲切询问，并商讨

是否可以通过拆迁置换等方

式解决问题。胡胖元家住7

楼，今年68岁的他身体还健

朗，但随着年龄增长，未来爬

上7楼确实是难事。

“在狮山居住多年，越来

越有归属感，我早已把狮山

当成自己的家乡，这里就是

我的家。”胡胖元建议，政府

要多关注困难群众。曾耀均

则对小区存在的绿化不规

范、树木繁盛遇台风易造成

安全隐患等问题提出建议。

“您提出的问题，老旧小区改

造时将一并纳入。”黄伟明回

应。

在湖景湾小区，黄伟明随

同社区干部实地查看，并倾听

小区居民的意见。有居民反

映，小区内没有垃圾收集点。

在哪里建设垃圾收集点？市

政部门如何做好垃圾清运？

针对这些问题，黄伟明表示，

回去后会与相关部门沟通，并

与湖景湾小区业委会商讨，

尽快拿出解决方案，解决困

扰居民的痛点问题。

目前，狮山已确定镇级首

批20个“我为群众办实事”重

点项目，后续镇班子带头认领

“热难痛点”问题进行深调研、

真落实，各村（社区）聚力“百

项村级工程”，各党支部打造

“千个支部志愿服务品牌，各

户联系党小组带领党员做实

“万名党员微实事”，全面推动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狮山取

得实效。

南海村改大攻坚巡查第四站走进狮山，了解狮山村改特色做法

坚持工改工
今年要拆除改造10000亩

狮山镇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

党史学习走深走实 推进全镇中心工作

狮山全面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

走访群众听民意 找准痛点办实事

■狮山镇松岗富豪网络线材厂地块改造项目现场，钩机拆除老旧建筑。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