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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 日， 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

为从警 21 年的女民警吴学军举行退休

座谈会，回顾警营生涯，她表示无悔也

无愧，但也坦言，尽管两年前就开始规

划退休生活，可直到真的接过退休证书

时，才发现还有太多的不舍与牵挂。

两度改行入警营

回顾吴学军的从警经历，前奏可谓

迂回。 1984 年，20 岁的吴学军从师范学

校中文系毕业后，成为了江西萍乡的一

名语文老师。 1991 年，她带着 4 岁的孩

子，和丈夫举家来到清远，成为《清远日

报》的记者，短短 21 个月后，因丈夫工

作调动，吴学军来到南海，成为了原《南

海日报》

（ 今《 珠江时报》前身之一）

的记

者。 由于在几次公安新闻报道中表现突

出， 加上深厚的文字功底， 吴学军于

1998 年 6 月 28 日， 调入佛山市公安局

南海分局成为一名警察，主要从事宣传

工作。

吴学军入职两天后，南海丹灶便遭

遇洪水。 为了报道抗洪救灾的第一现

场，吴学军带着各路媒体记者，坐着小

木船奔赴各个受灾点，报道军民奋力救

援的场景，也见证了孕妇被救出瞬间的

喜悦。 这不仅是吴学军走入警营后的

“首秀”，也让她越来越认同自己警察的

身份。“记者更多是一种记录者，而这次

我觉得自己是和其他民警在并肩战

斗”。

南海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主任任

力回忆，2002 年， 当时的南海市公安局

开始组建宣传股，成员只有自己和吴学

军， 两人经常轮流随记者深入一线采

访， 尽管后来参与宣传的民警不断增

加，分工不断明细，但吴学军一直是宣

传主力。

据统计，吴学军从警以来，她写出

超过 300 个警察的故事，月均撰写新闻

素材 15 篇，三次荣立三等功，获嘉奖、

年度考核优秀数次。

笔耕

21

年书写警察故事

出于对文字的执着和专业，吴学军

始终不满足以常规报道来展现公安队

伍形象，她注意到公安队伍中有不少动

人事迹， 但报道后社会的知晓率仍不

高，这是因为宣传稿不符合大众的阅读

和传播习惯。 那么能不能换一种方法写

警察，让大家都爱看呢？

抱着这样的想法， 吴学军在 2001

年开始系统性的文学创作。 在电脑还

没有普及年代， 一部作品前后写了五

年， 共计 20 余万字， 全部是手写的。

吴学军至今写过四部长篇小说， 而散

文作品曾获广东省公安厅金盾文学奖

散文铜奖。 除了公安， 吴学军的笔下

还包罗了自梳女、 武术馆、 扒龙舟、

九江双蒸、 西樵大饼、 双皮奶等佛山

风土人情。

谈及退休后的计划，除了一圆四处

旅游的梦想， 吴学军表示自己还有很

多"角色"要兼顾。“今后，我要当一个孝

顺的女儿，温柔的妻子，善良的母亲，慈

祥的奶奶，忠诚的朋友。 现在，我生活在

自己喜欢的城市， 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一切都如此美好”。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程骁

体制机制再优化 争创全国二十强

佛山高新区五园区管理局获授牌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王超

7 月 5 日， 佛山高新区举行体制机

制优化创新发展大会， 佛山市委副书

记、 市长朱伟向五区代表授予园区管

理局牌匾， 高新区管委会主任与五园

管理局负责人签署 2019 年创新发展任

务目标责任状。

朱伟表示， 市、 区、 镇各级要各

司其职、 形成合力， 共同全力推动佛

山高新区争创全国高新区 20 强， 为佛

山争当全省地级市高质量发展领头羊

作出应有贡献。

拢指成拳

市统筹区建设 布好发展新局

在会议现场， 五区代表接过园区

管理局牌匾， 象征着佛山高新区的发

展进入全新阶段。 朱伟表示， 全面推

进“一区五园” 模式， 授牌高新区各

园管理局， 做好机制改革这个切入口，

是破解当前发展瓶颈， 激发动力与活

力的必然举措。

自 1992 年成立以来， 大量创新资

源不断在佛山高新区内集聚。 2018 年，

佛山高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63 亿

元 ， R&D 投入强度是全市的 3 倍 ，

1514 家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市 38%、 14

家国家级孵化器占比 71%、 拥有 77 家

上市公司与新三板挂牌企业占比全市

51%。 然而与广州、 深圳等地的高新区

相比， 佛山高新区在产业结构、 研发

创新活力、 产城人融合进展等领域仍

有相当差距。

而更大的掣肘则来自佛山高新区

本身的管理体制， 过去各园区基本由

当地区委、 区政府直接管理， 高新区

管委会的统筹作用并不突出， 在这种

相对松散的体系下， 五个园区尽管发

展迅速， 产业规划和实际发展仍难免

出现不协调， 随着佛山高新区不断向

全国排名前二十逼近， 这种不协调的

影响也越发突出。

今年 2 月， 佛山市委、 市政府正

式印发 《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体制机制优化方案》， 方案在增强统

筹力度的基础上， 立足佛山各区作为

建设主战场的现实， 确立了佛山高新

区“一区五园” 的格局和“市统筹、

区建设” 的管理体制。 佛山高新区作

为佛山市政府派出机构， 由委托南海

区委、 区政府管理调整为由佛山市委、

市政府直接管理， 同时在五区分别设

立高新区分园管理局， 作为高新区在

五个分园的发展建设实体。

狠抓落实

坚持 “五个一” 力争全国二十强

朱伟认为， 体制机制优化仅仅是

改革的第一步， 下一阶段要准确把握

建设发展的重点任务， 重点聚焦园区

建设、 产业发展、 培育优质企业、 创

新平台的打造、 人才引进、 善优化营

商环境等六大领域， 把佛山高新区建

设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 新兴产

业的集聚区、 转型升级的引领区、 高

质量发展的先行区。

对于接下来的工作， 佛山市委常

委、 副市长、 佛山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蔡家华提出， 佛山高新区下一步要做

好“五个一” 工作： 一是盯牢一个目

标， 围绕争创全国 20 强的目标， 拟定

任务分解表；

二是突出一项重点， 即完善高新

区总体规划， 确定“一区五园” 的区

域布局、 产业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

力争在 10 月前出台佛高区“一区五

园” 产业发展规划， 指导“一区五园”

合理确定首位产业和主攻产业；

三是打造一批平台， 包括重点打

造一个高技术社区极核， 在狮山、 南

庄建设 2 个千亩产业加速器， 在三水

规划建设万亩产业园， 把高新区一区

五园打造成为创新有集聚、 孵化有载

体、 产业有空间、 竞争有优势的全新

发展主阵地， 力争今年底前动工建设；

四是坚守一个理念， 项目为王，

全力实现引入 2 个二类以上项目， 8 个

以上三类项目计划目标， 要瞄准高新

区火炬入统的六类企业、 电子信息、

新能源汽车、 人工智能、 机器人、 前

沿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精准招商；

五是营造一流环境， 促进整体形

象提升。 要做到高、 新、 优三篇大文

章、 形象做得更靓， 环境做得更好，

服务做得更优， 推进园区建设， 全面

提升高新区功能品位， 建设成科技新

城、 生态新城， 迈向人产城文融合发

展。

目前， 管委会正加快高新区形象

设计， 计划 8 月中旬完成规划设计，

10 月前完成“一区五园” 标识、 路牌

指引等布局设置， 展现统一的形象。

要做好高新区创新发展、 放管服改革

大文章。

五区代表接过园区管理局牌匾。 通讯员供图

是记者 是作家 更是警察

南海公安宣传女警吴学军光荣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