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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将撤并官窑、小塘、罗村、大圃四个社会管理处

以社管处体制改革为契机
为全区基层治理提供新鲜经验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右
通讯员/狮宣）12 月 28 日，狮山
镇推动社会管理处体制改革工
作动员大会召开，
南海区委书记
顾耀辉表示，
希望狮山以社会管
理处改革为契机，为全区抓改
革、促转型提供新鲜经验，为全
区、
全市改革发展大局提供有力
支撑。
会议由狮山镇委副书记、
镇
长麦满良主持。会议解读了《狮
山社会管理处体制机制改革工作
方法》。根据部署，
南海区委专门
成立了理顺狮山镇社会管理处体

制工作领导小组，
将撤并官窑、
小
塘、罗村、大圃四个社会管理处，
实施条块结合的管理模式。
市委、
区委一直对狮山寄予
厚望。市委提出的
“一园一区一
城”中，有“一园一区”在狮山，
“中部强核、东西两带、南北两
圈”
中
“中部创新强核、东部现代
物流产业带、佛北战新产业园”
的最大板块也在狮山。区委要
求狮山镇要在千亿经济体量基
础上高位进发，
高标准提升城市
服务功能，
创建
“两业”
融合示范
镇，
挺起南海的产业创新脊梁。

“狮山镇管理体制的改革，
不仅是狮山的一件大事，
也是全
区的一件大事。
”
顾耀辉要求，
狮
山要提高政治站位，
坚决落实市
委区委的改革部署；要勇担重
任，
奋力挺起南海的产业创新脊
梁；要改革创新，着力破解前进
道路上的困难挑战。
南海区委常委、副区长、狮
山镇委书记盘石肯定了狮山镇
的社会管理处在强化区域管理、
承接社会事务、
服务群众和企业
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并提出
当前的体制机制也带来了层级

多、效率低的问题，社会管理处
的撤并改革是狮山健康发展、
高
质量发展的需求。
接下来，
狮山将通过对片区
管理范围进行优化和微调、
优化
班子分工、强化直联制度、完善
督查机制、活化干部等措施，积
极稳妥抓好社会管理处改革的
各项工作。
盘石表示，
狮山要在三天内
完成
“四个必须”
：
所有片区工作
站点的架构、人员、办公必须在
年底前到位；
党政班子必须按照
新的分工与分管部门在年底前

100%签约！

佛山西站北部土地
连片整治最后一站拿下

面谈一次；
所有党政班子必须按
照新的驻点安排在年底前完成
改革后驻点村（社区）的首次直
联；
所有部门年底前在内部完成
分片区联系服务的安排并开始
安排分片区走访村（社区）。
“狮山要勇于探索破解困局
的新路径、新模式、新方法，
为全
区抓改革、
促转型提供更好的新
鲜经验。
”
顾耀辉希望，
狮山以社
会管理处体制改革为契机，
坚定
扛起市委、区委赋予的重任，为
全区、
全市改革发展大局提供有
力支撑。

“红色印记在狮山”
党员教育现场教学线路发布

首批 3 条线路串起红色景点
●初心印记在狮山
路线为南海县委旧址至高边社
区璜溪古村，
以初心为始，
组织党员
群众解开文化振兴的成功密码。

首
/ 批三条红色现场教学线路

●使命印记在狮山
从狮中陈洞至招大社区冼边
经济社，以使命为线，带领党员群
众找到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云
通讯员/黄诗华 摄影报道）12 月
29 日，
“ 红色印记在狮山”现场
教学线路发布会暨六大产业园
区党校分教点授牌仪式举行，
首
批三条红色现场教学线路串起
镇内红色景点，将成为红色“充
电站”及“练兵场”，赋能狮山高
质量发展。
狮山是红色资源丰富的热
土，
如何将红色精神转化为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是狮山一直
探索的命题。
基于此，
狮山镇委党校深耕
红色资源，打造“红色印记在狮
山”党员教育品牌，目前已开发
出首批三条红色现场教学线路，
主题分别为“初心印记在狮山”
“使命印记在狮山”
“担当印记在
狮山”，串联起镇内的重要红色
景点。
独具特色并承担着光荣使
命的红色现场教学线路，
让现场
教学成为红色
“充电站”
，
更是一
个
“练兵场”
“
。我们将大力培养首
批聘请的讲师，
并联合产业园区
以及狮山各办（局），
组织不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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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印记在狮山”
现场教学线路正式发布。

体到各线路进行现场教学，
把红
色现场教学线路打造成狮山党
员群众成长的重要平台。”狮山
镇委党校专职副校长李骏表示。
南园产业园区的工人代表
和企业代表作为首批学员，参
加了首场现场教学。在狮中黄
洞村，学员们学习了珠江纵队
独立第三大队所体现的伟大抗

战精神，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
铁肩担当。在广工大研究院，
通过观看展板和科研样品，学
员们认识到坚持党建引领平台
建设、科创服务国家民生的重
要性。
广东时利和汽车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素珍表
示，现场教学让她受益匪浅，原

●担当印记在狮山
从黄洞村珠江纵队独立第三
大队旧址至南海区广工大数控装
备协同创新研究院，以“担当”为
题，
引导党员群众续写狮山新时代
的科创篇章，
为狮山制造业迈向中
高端积蓄力量。

来狮山有这么丰富的红色资源，
她将从中汲取力量，扎实工作、
主动担当，
为狮山高质量发展作
出自己的贡献。
前不久，市、区都发布了未
来五年的发展部署及规划，对
狮山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市、区更高的期待，狮山迅
速开启高位进发“加速度”，并

实施“2+2”战略。狮山镇委党
校快速响应 ，打 造“ 红 色 印 记
在 狮 山 ”党 员 教 育 品 牌、成 立
六大产业园区党校分教点，形
成 覆 盖 广 泛、组 织 完 备、创 新
服务、共享联动的“集群”党员
教育服务格局，贯彻落实省市
区党代会精神，为狮山高位进
发赋能。

“白加黑”
“5+2”……12 月
28 日，在“狮山雄狮”的拼劲下，
继平二经济社 100%完成房屋签
约，佛山西站枢纽新城土地综合
整治攻坚再传好消息，平四经济
社 100%完成房屋签约。至此，
佛山西站北部土地连片整治的
最后一站被成功攻坚。

封路！

即日起至 2022 年 1 月 16 日
桂丹路白沙桥路段
主路夜间封闭
因工贸大道一期工程跨桂
丹路立交桥施工需要，2021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2 年 1 月 16 日
（夜间 24 时至早上 5 时封闭，白
天恢复交通）对桂丹路白沙桥路
段主路南侧主路 4 车道实行占道
施工（其中2022 年1月1日~1月
2 日两天将对南北侧主路 8 车道
封闭），过往车辆请从南北侧辅
路通行（双向4车道）。
丹灶往桂城方向：桂城方向
主路车辆由白沙桥大岗工业区
杭州叉车处路口驶入辅路（2 车
道），由贵广高铁西侧处路口驶
出辅路，
进入主路，
正常行驶。
桂城往丹灶方向：丹灶方向
主路车辆由白沙桥村环村南路
入口驶入辅路（2 车道），由白沙
桥居委会处路口驶出辅路，进入
主路，
正常行驶。

方便长者！

慈善组织筹资金
为幸福院装上升降梯
罗湖社区幸福院是长者的
“快乐天地”
，但由于没有设计电
梯，且功能室分布在不同楼层，
对于长者尤其是高龄长者和需
要坐轮椅的老人家来说，这一节
节的楼梯成为了
“难过的坎”
。
急民所急，想民所想！南海
区慈善会和罗村慈善会迅速筹
集资金向罗湖社区捐赠升降电
梯。12 月 29 日，罗湖社区举行
幸福院电梯启用揭牌仪式，这为
有着 5 层楼的罗湖社区幸福院提
供了更便利的出入条件，长者
“一键”
就可直达所需楼层。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 李福云

狮山启动新春欢乐购嘉年华活动

三大专场陆续来 百万消费券线上派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怡欣
通讯员/狮宣）12 月 30 日，狮山
镇启动 2022 年新春欢乐购嘉年
华活动，重磅推出三场线上活
动，持续派发百万消费券，让市
民在
“指尖”
就能感受
“留在狮山
过大年”
的欢乐氛围。
为进一步催热节日消费市
场，助推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狮
山举行本次新春欢乐购嘉年华
活动。12 月 30 日，启动仪式在
和信广场举行，
现场发布了三场
百万消费券派发线上活动。
当晚，文旅、餐饮专场作为
嘉年华首场活动抢先上线，
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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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影视城、
拾贰季等文旅企业参
加，
还有大润发、
和信广场、
万民
广场、
益田假日天地等几大商圈
加入，线上发放海量优惠券、代
金券、免费体验券，吸引众多网
友手机抢福利。
错过首场活动的街坊也不
用叹息，惊喜将持续到 2022 年
1 月 25 日。2022 年 1 月 14 日晚
8 时，第二场家用好物专场将开
抢，
商品涵盖家电、
家具等；
而第
三场为狮山过大年专场，将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晚 8 时上线，
市民可通过线上限时秒杀、
好物
免费抽奖等形式抢购自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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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花、
年货。
本次新春欢乐购嘉年华活
动是狮山迎接 2022 年的又一惠
民惠企活动。狮山派发百万好
券、
惠民惠企的底气正来自于雄
厚的经济产业实力——连续四
年 GDP 破千亿元、蝉联全国千
强镇第二，2021 年更获评全国
镇 域 高 质 量 发 展 500 强 第 一
名。本次嘉年华活动基于狮山
的产业集群优势、
城市发展基础
以及丰富的文旅资源，
以优惠福
利的方式回馈市民，
同时擦亮狮
山制造品牌，
通过鼓励消费来助
推狮山产业发展。

还有两场可参与

如何参与？

狮山正向
改革深水区挺进
B02

年花年桔无惧寒风

●时间：2022 年 1 月 14 日晚 8 时
●专场：狮山家用好物专场

长势良好待售田中

●商品类别：家电、
家具等

B03

●时间：
2022年1月25日晚8时
●专场：狮山过大年专场

●商品类别：年花、
水果、
商圈、
服装、
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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