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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 佛山市顺德

区科学技术局举办桂畔海

产融生态小镇系列活动之

广东股交顺德科创板揭牌

仪式暨企业高质量发展推

进大会。 会上， 广东股权

交易中心与顺德农商银

行、 中国建设银行佛山

分行、 广东顺德科创集

团进行了签约仪式， 为

“顺德科创板” 提供培育

孵化、 路演宣传、 政策

解读、 信息咨询、 产业对

接等一揽子服务， 为顺德

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

力金融支撑。 随后， 12家

顺德企业进行了广东股交

中心挂牌仪式。

顺德区有雄厚的产业

基础和浓厚的创新创业氛

围， 目前全区共有境内外

上市公司28家， 新三板挂

牌企业46家， 股改企业280

多家， 高新技术企业1465

家， 并有96家企业在广东

股交中心挂牌和498家企业

注册展示。 以此为基础，

顺德区联合广东股权交易

中心共建“顺德科创板”，

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孵化

平台， 对接上交所“科创

板”， 探索“粤港澳大湾区

科技创新专板” 新路径。

“顺德科创板” 积极探

索可转债融资的创新模式，

为顺德区科创型中小企业

拓宽融资渠道， 提高直接

融资比例， 改善融资结构，

加快形成良好的融资机制，

扩大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

知名度和信誉度， 从而树

立企业良好的市场形象。

与此 同 时 ， 为 汇 聚

“金融力”， 今年顺德“牵

手” 中国人民银行顺德支

行、 银保监顺德办事处，

开展百家金融机构对接万

家民营企业， 切实解决政

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拉近金融机构与民营企业

的距离， 进一步将金融行

业产品和资源落实到基层。

据了解， 下一步顺德区将

发挥桂畔海产融生态小镇

和供应链金融基地优势 ，

联合政府部门、 金融机构、

社会资本等多方资源， 加

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力度， 破解中小企业融资

难题， 推进顺德加快建设

高质量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试验区。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王国威

命案、街头暴力、抢案破案率保持100%

顺德公安公布上半年亮眼“成绩单”

□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梁晓茵

日前，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公布今年

上半年平安“成绩单”，数据显示，顺德“两

车”“两入”“两抢” 同比分别下降38.7%、

32%、9.1%，命案、街头暴力、抢案继续保持

破案100%。 随着社会治安的进一步改善，

市民也对公安机关的工作给予了更多肯

定，今年上半年，顺德警方共收到市民赠

送的锦旗145面。

力破小案件 护航大民生

今年年初，顺德区副区长、区公安局

局长陈志雄在分析近年“两抢”与“盗窃”

案情特点后， 指出打击力量要向街面扒

窃、盗窃电动车这一类侵财“小案”转移。

上半年，顺德区公安局快侦快破一批侵财

类民生“小案”，刑拘盗窃违法犯罪嫌疑人

411名。

为更全面营造平安环境， 今年上半

年， 顺德警方以容桂红星社区文明路、大

良红岗古楼一带的盗存销二手助力车交

易乱点为整治重点， 上半年共出动1064

人，带回可疑人员301人，处理盗销电动车

嫌疑人18人，扣押嫌疑车辆109辆，有效整

治困扰辖区多年的治安乱点。

在打击的同时，为进一步加强社会治

安防控力度，今年上半年，顺德投入1.4亿

元打造民生“慧眼工程”，全方位推动村居

科技建设， 不断深化对治安重点区域、部

位的精细治理。 以大良、容桂、杏坛为试

点，采取“自铺光纤、自组网络、共享共用”

的建设新模式， 将各类数据深度融合、共

享互通，构建全覆盖智能感知系统，为打

击犯罪、管理服务和综合治理提供数据支

撑，自今年整治以来，共建动态监控摄像

头1530支。

通过一系列组合拳，不仅保护了辖区

群众的财产安全，也有效震慑了违法犯罪

分子，据统计，今年1-6月，顺德盗抢刑事

治安案件持续下降，盗抢刑事立案数同比

大幅下降35%，社会治安形势进一步好转。

多措并举护航经济发展

为维护正常经济秩序，顺德公安机关

持续打击各类经济犯罪方面，上半年深入

推进“猎狐行动”“云端行动”， 其中侦破

“飓风91号” 特大非法经营专案抓获嫌疑

人168人， 捣毁黑油站12个， 查获油车108

辆、运油船2艘，缴获非法油料2600吨，涉

案金额超12亿元，成为全市近年来打击黑

油站成效最高的专案。

与此同时，市民的钱袋也是公安机关

重点保护的对象。 今年上半年，顺德警方

共打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74个，抓获

犯罪嫌疑人480人，333人被逮捕。 在抓好

打击的同时，顺德公安依托佛山市反电信

诈骗中心，启动快速查处、快速冻结、快速

止付机制，上半年共成功止付、冻结资金

4500多万元，返还被骗资金1000多万元。同

时为构建覆盖广、 有活力的反诈防控攻

势，顺德警方广泛与企业、学校合作，全力

发动社会组织推进“千人千场”反诈宣传

活动，上半年走进企业、校园开设法治课

堂830多场， 开展反诈宣讲活动4000多场，

引导教育群众超过100万人。

此外，今年来顺德警方还查破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案件15宗、刑拘19人，依法为

142名务工人员追回欠薪110万元。

多方合力共建无毒社区

毒品是社会和谐平安的天敌，顺德区

公安局在持续加大禁毒打击力度的同时，

不断加强对涉赌人员的社区戒毒服务，实

现全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接案率、执行率

均为100%。 今年以来，顺德区公安局毒品

毛发检测中心， 对10000多名嫌疑对象开

展毛发检测初筛，从中发现呈阳性的毛发

样本16份，全区17个社戒社康人员就业安

置基地安置人员502名。

同时，顺德警方坚持把禁毒宣传教育

作为禁毒工作的基础工程和治本之策，通

过深植全民禁毒、智慧禁毒、服务禁毒、文

化禁毒“四箭齐发”，形成禁毒战争的有效

武器，积极打造党政、村居、社工、企业、学

校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服务、帮扶、就

业、医疗、管控五位一体戒毒康复体系，影

视、歌舞、书画、饮食、武术多元禁毒宣教

文化品牌，从源头上引导市民群众秉承健

康人生观念，创造绿色无毒生活，大力推

进全民禁毒工程建设。

中共佛山市顺德区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

“三核两高”引领顺德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8月21日， 中共佛山市顺德区第十三

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 佛山市委

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郭文海代表区委常委

会向大会做工作报告，动员全区上下抢抓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全面建

设高质量发展综合示范区。 此次全会首度

提出“三核两高”战略，着重提高顺德制造

业的竞争力， 引领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

制造业是顺德的根本竞争力，在大湾

区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机遇下，顺

德要努力实现制造业优势与港澳现代服

务业优势融合。 在此次全会上，顺德政府

首度提出“三核两高”，作为顺德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引领战略。“三核”即占据核心

领域、掌握核心技术、生产核心部件，“两

高”即让制造业实现产品高质、品牌高端。

其中，核心领域涉及智能家电、机械

装备、机器人、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

药等六大板块，都瞄准先进制造。 在核心

技术上，顺德将全面梳理重点产业的攻关

清单，引导企业靶向研究、精准突破。 核心

部件上，顺德将梳理清单、聚焦关键环节，

重点引入拥有核心技术、掌握关键零部件

生产的上下游配套企业。

此外， 顺德将分类施策打造企业梯

队，支持骨干企业5G全覆盖，推动中小微

企业股改上市，支持一批科技型企业登录

科创板。 精选10家“隐形冠军”企业，一企

一策加速培育未来的世界500强， 全方位

促进顺德制造业转型升级。

在本次全会上，“3+2” 城市重大载体

建设被放在了首位。 未来，顺德将积极建

设规划面积100平方公里、 涉及大良和均

安两个镇街的顺德港澳城片区，整合容桂

细

滘

、马岗等产业平台打造的连接深中通

道片区， 包括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的机器人谷片区等3个片区； 积极参与

广州南站-三龙湾共建广佛高质量发

展融合试验区、 与南沙共同打造“南

沙-顺德”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等2个

试验区，以城市载体建设推动顺德发展转

型，走出一条大湾区独具特色的城市高质

量发展道路。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王国威

12家顺德企

业率先挂牌广东股

交“顺德科创板”

今年上半年，顺德交出了亮丽的“平安成绩单”。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