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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2018头号工程：

计划三年改造5万亩村级工业园
□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见习 记者 许月 映 通 讯员 顺 宣

4 月 16 日，顺德区召开村级工业园
升级改造动员会，正式打响顺德区升级
改造村级工业园这项 2018 年的“头号
工程”。 根据顺德发布实施的《顺德区村
级工业园升级改造实施意见》（下 称 《意
见 》） 等
“
1+3”系列重磅政策，顺德计划
用 3 年时间筹集不少于 300 亿元资源
规模来推进村级工业园改造，对连片规
模达 300 亩以上的“工改工”项目在资
源上给予重点倾斜，促全区村级工业园
加快高质量升级改造，为发展谋空间。

5亿经费怎么用
统筹各类资金 释放政策红利
根据《资源统筹的工作方案》，顺德
区每年将从财政安排 5 亿元作为村级
工业园升级改造的专项经费，用于升级
改造过程中各个项目的需要。 街道政府
与区政府按照 3：7 的资金投入进行配
套， 用于各类国有与公共的土地改造、
复垦的支出。 另外还设立了特色小镇财
政专项扶持资金，完善认定的特色小镇
各个方面的设施条件，促进特色小镇的
环境综合美化。
此外，村级工业园的改造按照“一
镇一品”或
“
一镇多品”的原则，结合
工业园自身的发展特色，明

确升级改造后的产业导向与产业定位。
对于条件成熟的镇村级工业园升级改
造项目加大专项经费的倾斜力度。

如何改造
优化用地布局 连片开发项目
混合出让
据了解， 顺德区村级工业园升级
改造的过程中， 将遵循科学性、 前瞻
性和合理性的原则， 充分考虑到各工
业园总体的布局以及发展目标， 对工
业园的各项公共设施以及服务设施进
行完善， 提升产业的承载能力和配套
服务能力。 此外， 相关领导小组通过
温州之行学习鼓励采用“限地价， 限
房价” 等方式出让商品厂房项目用地，
降低入园企业成本。 与此同时， 为了
建设高层专业厂房， 将加大商品厂房
建设力度， 厂房项目容积率不低于
2.5， 这一措施也将会大大节约用地成
本。
升级改造的过程中， 对于土地权
属人的利益， 顺德也明确了补偿条例，
补偿方式将以物业补偿为主、 货币补
偿为辅， 原则上不再实施土地安置。
对配合计划、 搬迁未经产权登记土地
厂房的受偿人， 依据相关条件给予一
定的搬迁补助。 这样的补偿条例， 既
节约了土地资源， 也给原来有历史问
题的厂房提供了解决的途径。

为了推进资源的合理利用， 工程
对连片的开发项目鼓励混合出让。 不
涉及商品住宅开发的， 允许通过混合
开发方式改造为融合工业、 商服、 办
公等功能齐备的综合性项目， 完成土
地整理后， 可统一规定办理供地手续。

如何保障实施
多部门联动 安全生产、 环境
保护两手抓
针对村级工业园部分存在的环境
污染及各类安全隐患， 顺德也推出了
《顺德区强力实施“三个一百天”
村级工业园安全与环境 执 法 和源
头整治攻坚工作方案》， 环保、 安
监、 消防、 税务、 市场监管、
公安局等多个部门强联手， 用
300 天的时间分三个阶段进
行全面执法， 对村级工业
园的物业、 企业的 多 方
面进行综合整治。 并
出台了物业安全使
用分级措施， 对不
同情况的村级工
业园目前存
在的安全、
环保、 消
防等问

容桂海尾德龙智造科技园项目启动
4 月 19 日， 容桂街道海尾德龙智
造科技园项目举行启动仪式， 正式拉
开了 2018 年容 桂村 级工 业 园 升级 改
造攻坚战的序幕。
据介绍， 德龙智造科技园项目位
于海尾社区德龙工业区内， 文海中路
以北， 星辰路以东， 星南路以南， 东
南面连接红旗路， 毗邻海骏达城及红
星工 业 区 ， 距离 105 国 道 约 300 米 。
该项目是容桂首个由区、 街道国资公
司联合推动、 村集体作为权属方公开
引入投资方建设运营的项目。 项目改

造总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 计划按照
高标准建成集约型独立分栋式工业厂
房， 以智能制造为产业方向， 重点引
进广州、 深圳乃至全国各地的智能家
电、 机械装备、 新材料等创新型企
业。
日前， 顺德区委区政府召开了村
级工业园升级改造工作动员大会， 会
议要求全区上下要坚决打赢村级工业
园改造这场必须打赢的攻坚战。 为积
极响应区委区政府的号召， 容桂街道
在全区动员大会召开后 4 日就适时启

题进行划分， 并进行相对应的处理。
落实物业所有人、 企业负责人相关主
体的责任， 规范村级工业园的管理，
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

动海尾德龙智造科技园项目， 力争在
村级工业园改造上能够领跑全区。 据
悉， 容桂街道今年将陆续全面铺开工
业园区升级改造工作， 未来三年务必
完成 2000 亩拆除限期搬迁任务、 3300
亩综合改造发展保留区任务、 以及
430 亩新建承接转移区任务。 通过德
龙智造科技园改造摸索出来的与集体
组织合作开发的模式， 具有重要的引
领和示范作用， 有助于其余工业园区
改造。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外来媳妇本地郎》
到容桂“学艺”
4 月 17~18 日，电视剧《外来媳妇本
地郎》剧组走进顺德容桂，量身定制两集
《凤城学厨记》，介绍容桂旅游美食资源。
该剧中的街坊“诚叔”与“通 叔 ”比拼 厨
艺，在顺德人“表哥炳”的指引下来到容
桂跟随顺德名厨学习厨艺， 学成后回到
广州西关，与康家、一众街坊等齐齐“寻
味顺德”。
拍摄期间， 剧组分别到容桂文塔公
园、树生桥、渔人码头及多间“中华餐饮
名店”取景，
“诚叔”与“通叔”还跟着顺德
名厨学习制作“菊花水蛇羹” 等著名菜
式。 据悉，该剧集将于 7 月前在广东电视
台珠江频道播映。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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