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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担当新作为谱写南头新篇章
立足“三个打造”目标，
以更广的视野、更大的格局、更高的标准谋划推动新时代南头新发展
全民共建共治
共享开创南头新局

核心提示
新时代，赋予南头新的使命、新
的担当。据了解，党的十九大胜利闭
幕后，南头镇按照中共中山市委的
统一部署，始终把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头等大事和
首要政治任务，并将学习成果用于
谋划发展、推动实践，贯彻到南头工
作的全过程各领域，取得了预期的
阶段性成果。其中，上半年全镇实现
生产总值 93.8 亿元，增长 9.2%，增
速全市第二；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
43.8 亿元，增长 14.7%，增速全市排
名第二；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2.5 亿
元，增长 23.4%，增速全市第四；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5 亿元，增长
26.7% ，增 速 全 市 第 一 ；出 口 总 值
112.2 亿元，增速全市第一。
快马加鞭不下鞍，翻过一山又
一山。南头镇党委书记吴坤科表示，
当前，南头镇正充分发挥地处华南
家电产业中心地带和中山“北大门”
的优势，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立足打造品牌家电名镇、智能制
造名镇、智慧家居名镇“三个打造”
目标，围绕产、城、融、智“四个字”，
抓住关键重点，统筹全面，集中用
力，从工作布局调整、工作资源盘
活、工作方法创新、工作责任压实等
方面持续发力，通过理念创新、平台
创新、管理创新、业态创新、机制创
新 、科 技 创 新 、服 务 创 新“ 七 个 创
新”，奋力推动南头经济社会实现从
追求数量向量质提升过渡、从低端
加工向品牌产品过渡、
从人工机器向
智能发展过渡、
从农村形态向城市形
态过渡等“九个过渡”，扎扎实实把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各项任务落
到实处，
带动全局工作整体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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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动能加快南头升级
吴坤科说，
新的时代，
对南
持抓大不放小、喜新不厌旧、 “100 万平方米现代厂房”，为
头镇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
重外不轻内，
实施大型骨干企
新增“100 个优质项目”
、培育
求，
在发展方式上，
要从过去的
业、
知名品牌企业培育计划和 “100 家高新技术企业”创造
粗放发展、
追求速度，
转向质量 “小升规”
培育工程，
做大做强
新空间，打造“100 个名牌名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建
做精现有产业。同时，南头镇
标”，从而拉动实现“100 亿元
立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在经
大力推动
“三旧”
改造，
通过鼓
工业产值”，为南头升级发展
济结构上，
要从过去的低端产
励企业拆低建高、拆旧建新， 引入新业态、拓展新空间、厚
业、缺核少芯，
转向实体经济、 进一步盘活闲置低效土地资
植新力量、
培育新动能。
科技创新发展，
建立现代化经
源，向空中要空间要效益，从
在经济建设中，
创新是第
济体系。
为此，
南头镇高度重视
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
招商引
一动力，高质量的科技供给，
抓好实体经济发展工作。
资，增强发展后劲，为该镇经
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是
发展壮大实体经济，
关键
济注入新的活力。下一步，南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形成
要 做 到“ 既 优 存 量 ，又 提 增
头镇将深入实施“5 个 100 计
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支撑，
量”
。
吴坤科介绍，
南头镇要聚
划”，依托火炬南头分园首期
也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
焦打造千亿家电集群重镇，
坚
工业房地产等项目建设，
新增
治理格局的重要抓手。
家电产

业是南头镇的传统支柱产业，
要从“中国家电产业基地”升
级为
“中国家电品牌基地”
，
南
头镇必须把握好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
始终
走科技立镇和创新发展道路，
加快推进现代园区和生产性
服务平台建设，运用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
强筋壮骨、强
核补芯，打好“数字化+”
“标
准化+”
“品牌+”
组合拳，
做好
知识产权、发明专利、创名创
优等工作，
增品种、提品质、树
品牌，
推动南头家电产业持续
高质量发展。

加强环境治理提升南头“颜值”
党的十九大以来，
中央高
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并
提出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随着城市的
不断发展，
不仅要通过产业留
人，还要通过城镇留人、环境
留人。因此，如何科学处理好
地方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是南头镇实现“五位一体”建
设顺利推进的关键一环。
南头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
黄泽培介绍，近年来，南头镇
不断加大投入，
推进实施了一
批城镇治理工程，
深入开展创
文创卫工作，
城镇环境得到了
改善提升。此外，南头镇扎实

推进河涌清理、截污、清污等
水利工程建设，以穗西二河
仔、
滘心社区七队河涌建设为
示范，以点带面，逐步铺开示
范河涌建设，
净化绿化美化全
镇的
“一河两岸”
。
黄泽培说，今年，南头镇
继续谋划推进一系列基础设

施 建 设 工 程 ，大 力 抓 好“ 两
违”工作，遏制违法违章和乱
搭乱建行为，持续深入抓好
创文、创卫工作，目的就是要
进一步提升镇容镇貌，打造
畅通南头、美丽南头，让广大
人民群众在南头生活得更加
舒适、更加健康。

吴坤科表示，南头镇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是推动南头全面实现高质量
发展，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因此，在实际
工作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从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的事情做
起，积极引导人民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
共同营造多元共治、协同治理、精细管理、
良性互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
局，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
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社会安全稳定是衡量社会治理成效
的关键标志，也是确保人民群众能够安居
乐业的重要因素。在现实发展中，南头镇
也注意正确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切
实维护该镇大局和谐稳定，为经济社会各
项建设提供良好社会环境。为此，南头镇
还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深入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强化“党建+公益”理
念，充分发挥党群服务中心和全民公益园
项目作用，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带动全镇
各项事业发展进步，构建共治、共建、共享
社会治理新格局。
黄泽培表示，抓好民生工程建设，就
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永远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按
照中央、省、市的有关部署，补足短板、加
固底板，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
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保障和改善基
础民生，抓紧推进困难家庭危房改造、医
疗、教育、就业、食品安全、环境综合治理
等民生工程，让南头的经济发展成果惠
及全镇人民，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
得感。
据介绍，南头镇今年还将加大财政资
金投入，将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道路设施、
教育升级、医疗卫生、就业创业、食品安
全、环境保护、平安建设、危房改造等热点
难点问题作为民生工作重点，精心谋划，
加强领导，扎实推进“十大民生工程”建
设，做到领导到位、责任到位、经费到位、
落实到位，确保各项民生工程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