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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两会开完已近半月，但

两会报告引发的激荡与讨论却

仍在继续。以“思想再解放，改

革再出发”为导向、“抓改革，促转

型”为指引，建设现代化活力新

南海的政府工作报告引起各界

高度关注，尤其是报告提出的

“六大统筹”工作方向，受到社会

各界认可和关心。

在第六项统筹中，报告指

出，要统筹文化文明和民生保

障，推动市民幸福感实现新提

升，并且进一步明确了要将财政

预算的七成左右投入民生领域，

推动民生事业高位均衡、城乡一

体化发展，服务好青壮人才，尤

其是解决好“一老一少”最受市

民关注的“两头难”问题。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南海

各相关部门在区委区政府领导

下，围绕社会治理、民生事业、教

育医疗、城乡统筹、文化文明等

领域，均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建

树，民政事业、三农工作等领域

的多个著名工作品牌，甚至在全

国获得了巨大好评。一个外来

的观察者，无论是翻读文献报告

“按图索骥”，还是深入社区、农村

“感同身受”，恐都会对此地社会

治理诸项工作赞誉有加，也会对

其率先迈入全面现代化的“理想

社会”，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

能至，却心向往之。

然而，作为一个长年生活在

“此地”的观察者来说，则对这

“理想社会”有着更高的要求与

期待，比如高质量教育、医疗、

养老等资源长期供给不足，其

内在矛盾究于何处？为何文化

事业繁花满园，笙歌管弦闻于

巷闾乡野，但令举世惊艳之精

品巨作却暂付阙如？如此等

等，均是须统筹发展其之发端

也。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

识到，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南海民生事业诸项，固峰峦叠

起，景致俊秀，名动于世，但其

与此地产业发展之大而不强

处，却也异曲同工，异质同构且

互为表里，繁复之美绰多有余，

结构创新犹显不足，距离全面

现代化之“理想社会”、乡贤康

子的大同之治，也尚有可追，此

之为统筹发展之所必须也。

提升人民之幸福，乃一切社

会发展治理之根本。当前，伴随

着科技革命向纵深处掘进演化，

疫情的全球化蔓延和变迁，人类

自工业革命以来建构和完善成

型的“现代性”的社会生活机制

以及社会治理模式本身，也正在

遭遇着不同程度的挑战，亟需进

行结构性修复与补正性完善，及

时因应这些剧烈变革，推动结构

变革，创新技术手段，既要有炉

锤千钧之力，也要有绣花绵密之

工，率先开创全面现代化的理想

美好社会生活模式，这既是社会

对政府工作报告之“统筹文化文

明民生保障，推动市民幸福感实

现新提升”的深沉寄寓之所在，

也是人们对南海这块改革先行

地、时代之先驱特别的“苛求”与

期许之所在。

大沥全面启动桥下空间集
中整治暨美化工程

高架桥下要建
网球主题公园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晴雯通讯

员/刘成李翠姗李颖敏）1月14日，

大沥镇全面启动桥下空间集中整治

暨美化工程，同时启动广佛江珠高

速大沥段横江桥下网球主题公园项

目建设，标志着大沥镇在落实市委、

区委工作部署，开展桥下空间集中

整治中取得又一实质性进展。

按照规划设计，广佛江珠高速

大沥段横江桥下网球主题公园项目

将分两期进行，计划在2022年9月
底，改造成一个含网球场、共享篮球

场、乐活跑道等运动场所的网球主

题公园，面积约32200平方米。

“我们将在公园建设14个青少

年网球场，6个成人网球场，以此解

决网球爱好者的日常需求。”大沥网

球协会秘书长叶凤琼表示，希望通

过网球主题公园的建设，继续擦亮

大沥镇“广东省网球特色镇”的招牌。

目前，大沥镇通过前期梳理、排

查出的28个桥下空间点内，有近一

半的区域收到了一些企业抛出的“橄

榄枝”。“接下来，我们在完成桥下空

间整治建设后，会继续完善周边停

车、交通组织等配套设施建设，让居

民在家门口也能体验大城市的生活

配套。”大沥镇党委委员陈瑞棠表示。

南海区举行2022年统一战
线新春座谈会

创新统一战线工作
汇聚力量谋发展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慧恩 通讯

员/陈齐林）1月14日，南海区举行

2022年统一战线新春座谈会暨区

委十四届二次全会精神通报会，南

海区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

士，港澳台侨、留学生及宗教界人士

代表齐聚一堂，就如何发挥统一战

线积极作用，开创南海发展新格局

展开讨论。

民革南海总支副主委邓福军介绍

了近年来的工作成果，2016年至

2021年，民革南海总支共提交105个
提案，其中18个提案被列为优秀提案。

区工商联执委许琨建议，要把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专业指导文件转

化为行业标准，让企业实实在在摸

得着、看得见转型的“指示牌”。

“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优势和丰

厚的制造业实力，南海正逐渐成为

全球创新资源与制造业全方位合

作的‘对接站’。”南海区机关侨联

副主席王晨表示，将充分发挥侨胞

资源优势，着力打造产教融合、文

旅+新业态、数字赋能智慧生态发

展等板块。

南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乔

吉飞表示，全区统一战线成员要进一

步增进共识、砥砺前行，形成强大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相关部门要不断

从思想上创新统一战线工作，提升行

政效能，以此形成合力，为新时代南

海高质量发展贡献统战力量和智慧。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黄婷 文/珠江时报记者黄婷邹韵斯

文化民生保障事业发展 也要超越“大而不强”
◎蓝海

南海吹响宅基地新增“两违”歼灭战号角

以最有力举措 向新增“两违”宣战
严厉控制新增两违、摸清现存

两违底数、强拆宅基地典型案例
……南海发出宅基地全链条管理
和新增“两违”处置的“最强音”。

1月14日下午，南海召开区农
村宅基地全链条管理工作动员大
会暨桂城街道经验推广现场会。
会议上，南海吹响了宅基地新增
“两违”歼灭战的号角。

区委书记顾耀辉强调，各镇
（街道）要在2月底前坚决拆除一
批情节严重的宅基地新增“两违”
典型案例，向全社会传递南海破釜
沉舟、向新增“两违”宣战的勇气和
魄力。

大会上，桂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岑

灼雄介绍桂城街道农村宅基地全链

条管理工作先进经验做法。

桂城街道持续畅通和优化宅基

地报建报批手续，同时不断加强对宅

基地新增“两违”行为打击力度。

2018年以来，桂城街道共查处宅基

地新增“两违”行为675宗。其中，

2018年304宗，2019年查处262
宗，2020年查处86宗，2021年查

处23宗，呈逐年递减趋势。

“通过三年多的不懈努力，桂城

街道宅基地新增‘两违’已基本控停，

信访投诉案件大幅减少，‘零新增’目

标初步实现，形成了宅基地管理、执法

良性循环，综合整治取得了显著成

效。桂城宅基地工作主要经验做法，

从领导重视、建章立制、落实措施等方

面归纳起来就是‘一二三四’，即一个

核心领导群、两个关键制度、三级巡核

机制、四个务实举措。”岑灼雄说。

2019年3月，桂城街道集中火

力打响“第一枪”，对林岳社区东沙、

南福、西二、闸口村等多处河涌沿岸

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两违”专项

整治行动。奋战近两周，林岳河涌沿

岸共 90多处违建被拆除。同年 5
月，桂城出台《桂城街道平西社区“两

违”建筑暨违建岀租屋整治行动工作

方案》，对平西社区上海村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两个月共查处整治违建近

百处。2020年3月，桂城街道再出

台《桂城街道宅基地“回头看”专项整

治行动方案》，通过整治典型形成治

理经验，逐步在其他社区全面铺开，

农村宅基地新增“两违”基本“刹停”。

在这场整治“两违”的“战役”中，

桂城还注重部门联动，由自然资源管

理所、综合治理办、综合行政执法办、

城建和水利办、应急办、供电、供水、

社区等部门成立新增“两违”宅基地

联合整治工作组，筑牢违建整治网。

作为全国土地改革试点

地区，南海区正启动新一轮农

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并已形成相应试点工作方案，

力争全方位重构南海区农村

宅基地规范管理秩序，全力打

造管理有序、集约高效的宅基

地利用新格局。

今年以来，南海区重点围

绕从7大方面，21个工作事项

推动改革深化，不断完善全区

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秩序。

会上，区农业农村局局

长罗伟海详细介绍了南海区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情况。

南海按照“现状登记、权能限

制”原则，继续加大力度推进

宅基地房地一体调查和颁证

工作，积极固化和消减历史遗

留“两违”存量，缓解新增违法

管控压力。目前，南海已经全

面完成新一轮宅基地全量数

据更新调查。

今年，南海还对全区的

宅基地相关政策进行重新修

订，资格审查、全流程审批、流

转管理、有偿使用、退出盘活

等一批新政策已经出台。

在新一轮改革核心政策

中，“农村宅基地和建房全流

程审批”制度以业务全链条的

形式对涉及农业农村、自然资

源、住建水利3个部门的资格

审查、用地审批、规划报建、施

工报备、竣工验收、调查确权

6项业务进行了合并，6项业

务总时间在最优情况下压缩

至25个工作日，搭建起了一

个服务端口对群众、并审联办

对部门的制度框架，形成了部

门间的审批闭环。

“下一步，将从制度、信

息化构建层面继续推动审批

闭环与执法闭环衔接，将执法

环节纳入农村宅基地和建房

全链条管理体系。”罗伟海说。

此外，为了衔接全流程

审批工作机制落地，推动数据

赋能，南海区还完成了农村宅

基地和建房全周期审批管理

系统开发，通过对各类数据的

融合处理形成宅基地管理数

字一张图，搭建起了区、镇（街

道）、村（社区）三级联审联办

应用平台，部门间的数据共享

和协同运作将更为通畅。

当前，南海区出台了《关

于严厉控制新增违法用地违

法建设的意见》，建立“两违”

处置“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责任体系。

副区长李耀茂表示，接

下来要严厉控制新增两违。

各镇街要统筹运用职能部

门、村居资源，投入到全面遏

制新增两违工作之中，参考

桂城的三级巡核机制，进一

步完善现有新增两违防控机

制，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核

查、早处置，坚持冒头就打，

绝不手软。

李耀茂强调，为解决两

违底数不清、情况不明的问

题，各镇街要广泛发动村居、

职能部门，结合权籍调查、违

建普查等相关工作，全面摸

清辖区现存两违情况，掌握

两违建设现状及其分布规

律，进行标图建库固化摸查

成果。

此外，各镇街要深挖宅

基地新增两违典型案例，了

解案例的建设情况、发展经

过，做好社会稳定风险预判

和拆除技术评估，制定周密

详尽的强制拆除方案。

作为镇街代表，岑灼雄

也谈到，接下来将强化镇街

层面“两违”行为治理统筹能

力，积极探索宅基地新增“两

违”防控机制，探索新型宅基

地历史遗留“两违”监管机

制，试行信用惩戒，形成违建

治理高压态势。

罗伟海透露，4月底前，

南海区将推动信息化管理系

统数据更新，完善各类宅基

地专题图，推动宅基地管理

“一张图”升级，继续夯实区、

镇、村三级以图管地数据基

础。此外，区级将加快出台

关于加强农村村民用地建房

活动综合监管和执法查处工

作的政策文件，促进审批、监

管、执法形成制度闭环。

针对农村宅基地“两违”

问题，区长王勇表示，要始终

做到从严管控，要严厉打击

土地违法行为，将“两违”消

灭在萌芽状态。

顾耀辉表示，要充分认

识“两违”处置工作要与全区

中心工作相辅相成，与乡村

振兴、城乡融合、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等中心工作紧密结合；

要保持“两违”处置高压态势，

以零容忍态度遏制新增“两

违”，斩断新增“两违”利益链

条，杜绝当事人利用“两违”建

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我们要最大限度发挥

群众自治作用，将抵制‘两

违’写进村规民约，强化村规

民约的执行力，充分调动村

民的积极性。”顾耀辉说。

顾耀辉表示，接下来要

严格《关于严厉控制新增违

法用地违法建设的意见》，健

全“两违”处置“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齐抓共管”责任体

系，要坚强监督，完善相关的

监管体制。

桂城农村宅基地
新增“两违”基本“刹停”

管理有序集约高效 打造宅基地利用新格局

保持高压态势 完善新增“两违”防控机制

■桂城整治“三

无”违建，拆除

林岳社区违建

宅基地。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