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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的出身就是草根。1995

年，狮山区办事处正式成立，是当

时南海最年轻、面积最小的一个

镇街，也可以说只是弹丸之地、偏

远小镇，没有工业、大商场、高楼大

厦，没有像样的城区，甚至连一条

像样的柏油路都没有，被时人称

为南海的“西伯利亚”。

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兴盛，

从草根小镇到名闻全国的工业重

镇，狮山走过了26年非同寻常的

发展之路。华丽逆袭的根本原因

在于狮山能一以贯之落实市、区

的战略部署，能勇于革新、百折不

挠，负重前行，奋勇拼搏。

在这26年间，狮山经过了多

次区划调整。2005年1月，狮山、

松岗、小塘、官窑四镇街合并成狮

山镇。2011年7月，狮山四个办

事处合并为东西区两个办事处。

2013年5月，罗村街道和大沥镇

西部5个村居纳入狮山的版图。

狮山镇的面积达到330.6平方公

里，占南海区的30.79%，放飞了大

镇大发展的梦想。

在这26年间，狮山牢牢把握

全球经济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先

后引进南海区广工大数控装备协

同创新研究院、佛山智能装备技

术研究院等多个载体，引入一汽-

大众、TCL、爱信精机、丰田纺织、

本田等世界500强项目和多家国

内知名企业，狮山从南海的“西伯

利亚”，蝶变为拥有近700家高新

技术企业的千亿强镇，书写了区

域镇街腾飞发展的新传奇。

在这26年间，狮山经过了一

次又一次的改革探索。在“中枢

两翼，核心带动”引领下，狮山以

“高效服务、搬大树回家”进行招

商引资。在“节能减排、腾笼换

鸟”引领下，进行环境大整治，在

解放涌的整治中打响南海节能减

排的第一枪，使解放涌获得了第

二次“解放”。与此同时，狮山在

“镇街整合”“园镇融合”“产城人

融合”“基层善治”“三网融合”“事

权下放”“中国新型城镇化试点建

设”等一系列发展改革中都进行

了探索，在珠三角400余个镇街

中，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实践中树

立了典范作用。

改革创新就是狮山的胎记。

改革创新就是狮山成长的传

奇基因。

改革创新就是狮山不断向前

奋进的源源动力。

掀起思想解放新热潮，

探索高位再进发新路径。11

月30日，狮山镇在南海镇街

中率先发起“思想再解放 改

革再出发”高质量发展大讨

论，全镇有关领导、机关有关

办（局、所）负责人积极参

与。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力

求找到精准破局切入点，为

狮山高位进发汇聚强大精神

动能，这也标志着狮山正向

改革深水区挺进。

扬帆启航，思跃奋进。

广东第一镇走上了思想再解

放、改革再出发的探索之路，

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两天之后，记者使用引擎搜

索“狮山思想再解放改革再

出发”，网页信息就达到

361000个；搜索“狮山机关

大讨论”，网页信息达到

47000个。

更令人关注的是，狮山

在这场改革再出发中体现出

刀刃向内的勇气与胆识。南

海区委常委、副区长，狮山镇

委书记盘石一针见血地指

出，狮山要率先来一场“思想

再解放，改革再出发”的大讨

论，让我们坚信有发展的底

气和支撑，同时又能感受到

发展的差距，更加清醒地意

识到危机感、使命感，从而找

到方向、目标、路径、举措，让

狮山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狮山镇委副书记、镇长

麦满良深有感触地说，狮山

中层干部能力很强，但如何

充分利用形成合力，也是当

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希望能

够通过狮山高质量发展大讨

论，真正做到思想再解放，站

在更高的维度去思考、谋划

全镇工作发展。

思想破冰，引领行动。

大讨论开启了狮山新一轮发

展的新起点，也吹响了南海

“思想再解放、改革再出发”

新的冲锋号，激发全面转型

的动力与活力。

刀刃向内掀开了狮山向

改革深水区挺进的序幕。

刀刃向内，就是一次破

除思想僵化保守的灵魂之

问。狮山高质量发展所面

临的深层次瓶颈问题，归根

结底是思想上的问题。刀

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正是破

解改革发展内部阻力的一

大关键。只有破除思想观

念的束缚障碍、突破利益固

化的藩篱，才能朝着新的奋

斗目标奋力前行，才能重树

敢闯敢试、勇于探索的改革

创新精神。

刀刃向内，就是一次自

我“刮骨疗毒”的涅槃重生。

刀刃向内要把陈旧思想、落

后观念、小富即安、乐享现

状、软弱虚浮庸懒散、佛系状

态、消极被动害怕挑战、缺乏

主观能动作用等不良行为与

作风全部切割掉。要带着一

切过往皆是序篇、一切从零

开始的斗志和勇气再出发，

要更新观念，重树广大党员

干部做事干事成事的激情、

胆识和魄力。

刀刃向内，就是一场自

我革命的全新开启。改革需

要勇气，更需要担当。既然

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

就只能是背影。既然选择了

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在

这场思想再解放、改革再出

发的新进程中，人人都是主

力军，人人都要自省自律自

勉，都要有舍我其谁的勇气

和担当，都应争当再出发的

旗手。

自 11 月 30 日发起大

讨论以来，狮山镇先后举办

了村居书记专题讨论会、

“博爱湖问道”城市狮山论

坛专家问策会。23天时间

里连续举行三场大讨论，彰

显的是狮山改革再出发的

坚定信心、改变工作作风的

决心及破解困局挺进改革

深水区、闯出新路走向新发

展的雄心。

向改革深水区挺进，改

革再出发是狮山努力前行的

一种必然。所有改革的终极

目标就是提升生产力，推动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向改革深水区挺进的过

程，是一个忍受各种挑战、

阵痛、压力的艰难过程。每

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在大

众纷纷响应的同时，总会有

一些人持观望、疑虑、消极、

悲观的态度，甚至是抱怨声

声、强烈反对，但最终当改

革的洪水席卷到每个角落

后，响应者会越来越多，改

革的列车一定会呼啸前行，

消极、悲观者最终被边缘并

被淘汰出局。这是一条生

生不息的规律。

改革再出发的狮山，也

必然会遭遇这些共性问题。

可喜的是，狮山顶住了各种

压力阻力，雷厉风行地推进

的这场改革已渐入佳境，在

12月20日举行的“博爱湖问

道”城市狮山论坛专家问策

会上，盘石首次提出了狮山

未来将实施“2+2”战略，即

“两个坚定扛起”“两个有力

支撑”。坚定扛起“两业”融

合大旗，为把南海制造业推

向中高端提供有力支撑；坚

定扛起建设城市狮山、佛山

副中心的大旗，为建设佛北

战新产业园提供有力支撑。

专家就“2+2”战略掀起一场

“思想风暴”，从产业发展、城

市建设、文化建设等多方面，

共同为狮山高质量发展把脉

献策。

拨开迷雾，找到新路。

“2+2”战略既是狮山大讨

论收获的一大成果，也是狮

山未来发展的新路径。无

产业，不狮山。无城市，不

产业。如果说产业是狮山

发展的根和魂，那么城市是

狮山产业发展的血与肉，人

则是狮山产业与城市发展

的大脑和中枢。“2+2”战略

的出台，标志着狮山找到了

产城人三者之间相互作用、

良性循环发展的新路径，令

人振奋。

愿景无限，未来可期。

“雄狮觉醒负重前行再启

程，勇士威武快马加鞭创辉煌。”

这几天，一副写在狮山招大平二

平四整村搬迁签约中心办公室

墙上的对联在朋友圈转发，引起

市民网友的关注，并给予点赞。

12月23日上午，狮山镇召

开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攻坚现场

会，嘉俊陶瓷厂、大榄工业区、山

南工业区等6个项目地块同时

启动拆除，拆除面积达600多

亩，村级工业园改造，狮山镇全

域土地大整治六箭齐发。以更

大的决心和魄力，瞄准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展现狮山雄狮的决心

和速度，狮山全力以赴完成低效

建设用地腾退、连片产业用地整

备等目标任务，加快拓展产业发

展空间，为奋力开创南海城乡融

合发展的新局面贡献了狮山力

量。南海区区长王勇也称赞说，

这一天是狮山值得纪念和自豪

的日子。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

都折射出当下狮山镇党员干部奋

发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面貌，这

是大讨论之后的又一大收获。

势之强斯于人。人才开创

历史，劳动铸就辉煌。思想再解

放、改革再出发的主体是人，创

新建设的主体的还是人。能否

使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得到新

解放，观念得到再更新，创新创

造能力得到全面的调动和整合，

是决定狮山这场改革再出发成

败的最大关键。

一张蓝图绘到底，改革发展

永远在路上。回望狮山发展历

史，一砖一瓦一城一池一企一

园，无不浸润着广大党员干部

和群众的汗水心血与奋斗情

怀。狮山的发展壮大正是一批

又一批党员干部携手并肩、夜

以继日、艰苦奋斗干出来拼出

来的。思想再解放、改革再出

发的目标就是要秉承这样的不

畏艰险艰苦创业的工作作风，

要焕发广大党员做事干事的激

情，要褒扬创新创业创富的拼

劲干劲和精气神。

“希望2022年，我们以新面

貌、新状态、新效能去迎接新发

展、新跨越。”盘石的期望，既是

对2022年狮山的新年寄语，是

一种鼓舞，更是一种鞭策。

跨越星辰大海，依然热血澎

湃。向改革深水区挺进，让这个

常住人口超百万的特大镇在改

革再出发的号角中，焕发出青春

活力、魅力、魄力，在这个伟大的

新时代里，创造出这个中国强镇

的全新传奇。

2021年12月23日，这一天对于狮

山而言是非同寻常的一天。当天，攻坚

拆违六箭齐发，六个村级工业园改造项

目整治同时举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进

入攻坚的关键节点。

这一天距离狮山镇在南海镇街中率

先发起“思想再解放、改革再出发”大讨

论才23天。狮山如脱胎换骨般，以新面

貌、新状态、新效能向2022年挺进，向改

革深水区挺进。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

里。危机感、紧迫感、使命感下舍我其谁

的昂扬斗志奋进姿态，展现的是重任在

肩只争朝夕的勇猛果敢刚强，释放的是

广东第一镇坚定朝着思想再解放、改革

再出发、奔跑追梦的强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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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正以新面貌、新状态、新效能向2022年挺进，向改革深水区挺进。图为狮山镇中心城区。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摄

■狮山镇发起“思想再解放改革再出发”高质量发展大讨论。

珠江时报记者/李福云摄

褒扬刀刃向内的勇气与胆识

“2+2”战略与狮山发展新路径

“三新”精气神展望狮山2022

■狮山镇大榄工业园清拆现场。 珠江时报记者/梁凤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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