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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邱作霖 何宇扬

王国威 ）

在佛山市顺德区龙江的宝涌

工业区，一座占地千亩的现代化工业园

正拔地而起。 早前老旧的厂房正焕发出

新颜。 其中，园区的重点项目万洋众创

城已有 9 家企业签署入驻协议，高新企

业 5 家，招商情况热火朝天。

9 月 23 日，在顺德率先建设广东省

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验区

工作推进会上，佛山市委书记鲁毅对顺

德的工作成果表示肯定，他强调：“顺德

区委区政府提出要把村级工业园区，在

完成历史使命的基础上进行改造，为高

质量发展腾出更多空间，这个方向完全

符合顺德区的实际，也符合佛山市的实

际。 ”村级工业园改造作为顺德建设高

质量发展综合示范区的突破口，正逐渐

凿出一片发展的新天地。

腾出发展空间， 顺德吹响高质

量发展号角

改革开放 40 年来， 顺德从农业小

县一跃成为工业大区，登上全国百强区

（县）

之首。 在这一过程中，村级工业园

的发展模式曾立下汗马功劳。 但是，在

粤港澳大湾区新时代，顺德却面临着产

业空间严重不足， 产值近 8000 亿元的

传统制造业总体上大而不强等问题，早

年的“工业产床”村级工业园成为“散乱

污”低效用地的“代名词”。 全区 382 个

村级工业园， 面积占已投产工业用地

70%，却只贡献了 4.3%的税收，与新发

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格格不入。

为打破此困境，顺德区政府去年把

村改工作列为全区的头号工程，全区上

下以闻鸡起舞、日夜兼程、风雨无阻的

奋斗姿态， 采取先行先试的工作方式，

创新了 12 项新做法， 对于区级权限不

能解决的问题主动向省申请并获得 11

项政策支持，出台了 44 份配套文件，形

成较为完备的政策体系，全力攻坚村级

工业园改造。

在全区上下一心的努力下，顺德已

完成土地整理近万亩，为产业升级发展

腾出空间，激发了市场活力。 一方面，有

效激发了本土企业家坚守实业、增资扩

产的信心和决心，在顺德掀起“二次创

业”高潮。 美的参与投资建设上华智能

制造产业园等配套园区，集聚产业上下

游发展； 碧桂园依托改造腾出空间，投

资 800 亿元建设超 10 平方公里机器人

谷。 另一方面，热火朝天的建设局面也

吸引了一大批优质项目。仅今年 1-8 月

就引进超亿元项目 126 个，其中“深圳

709 项目”等 8 个超 10 亿元重大科技型

产业项目总投资约 185 亿元。

量化工作成果， 制订高质量发

展评价指标体系

会上， 顺德区委书记郭文海表示：

“顺德将坚定不移地打造一流的营商环

境，以此实现高质量发展。 ”当前，村级

工业园改造已进入“改建并举”新阶段，

前进路上会不断遇到新的困难和问题。

如何有效利用村改腾出的发展空间，深

化村改工作，有效推动建设高质量发展

综合示范区，成为顺德下一阶段要解决

的重大难题。

在推进会上，顺德区公布了高质量

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体系将围绕“经济

提质、产业升级、动能转换、环境优化、

民生改善”五个维度，设置 18 个一级指

标，58 个二级指标， 对标最优最好最先

进， 并对部分二级指标提出了 2022 年

的发展目标，让高质量发展综合示范区

的建设进度和成效可测可评可控。

深化村改工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

顺德建设推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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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龙江村改办向

村民讲解改造方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少韩）

“让

好事行达千里， 让好人更有力量。” 9月

23日，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布2019

“正能量合伙人计划”， 进一步完善天天

正能量公益生态体系建设。 信息时报作

为长期合作媒体， 即日起将联合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在全省范围内寻找“正能量

合伙人”， 共同为善意发声， 传播和弘扬

正能量， 并将于今年10月召开首届合伙

人公益研讨会。

2019“正能量合伙人”计划旨在鼓励

社会上有责任、有担当、有爱心的人士加

入并成为“合伙人”，发现和传播正能量，

参与公益活动的落地执行， 创新电商公

益的品牌升级。“正能量合伙人”招募时

间自即日起至9月28日，每期任职一年，后

续根据合伙人参与情况进行换届更替。

招募工作完成后，主办方将以“讲好

中国民间故事”为主题，召开“正能量合

伙人公益研讨会”，邀请正能量合伙人代

表、媒体人、公益组织代表等共同探讨社

会正能量传播的新路径， 个人如何更好

地发挥引领作用。

对于申请人有何要求？ 天天正能量

工作人员表示， 首先要热心公益， 认同

“天天正能量”倡导的公益理念及活动愿

景；其次，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参与“正

能量合伙人”线上线下活动，包括常规评

选投票、颁发证书、寻找线索等；第三，要

求申请人在当地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和美誉度，有一定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

能够得到社会认可。“正能量合伙人”的申

请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具有一定影响

力的公益组织或社会团体。

天天正能量将为“正能量合伙人”提

供正能量权益，例如，合伙人策划的正能

量公益活动， 特别优秀的案例将有机会

获得正能量公益金支持及媒体传播支

持； 合伙人将有机会担任正能量常规评

选的评委， 后续还将有更多权益向合伙

人开放。 如果符合条件，可通过推荐或者

自荐的方式，申请加入。

是你吗？ 寻找“正能量合伙人”

信息时报联合阿里巴巴共同招募爱心人士加入并成为“正能量合伙人”

1.添加

档案君官方

微信号 Sev－

en3377777，

回复正能量

合伙人 ，进

行报名。

2.关注

“天天正能

量” 微信公

众号， 回复

“正能量合

伙人+个人

报名信息”。

如何报名

瓜果满仓欢庆丰收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

员 粤农农轩 穗农宣 ）

今年9月23日

是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广东省

广州、佛山、珠海、肇庆等21个地级市

按照“1+N”模式举办庆祝活动。 其

中，广州“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

同时在从化、增城举行。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1+N”中的“1”为地市级活动，

统一在9月23日丰收节当日举办；

“N”主要是县乡村开展的系列活动，

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期间开展。

昨日上午10时， 广州市

（从化）

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在

从化区鳌头镇西塘童话小镇拉开序

幕， 现场进行了粤菜师傅技能展示、

科技兴农代表分享、各区乡村文艺节

目演出以及品牌农产品展览等。与此

同时，增城农民丰收节活动也在位于

增江街光辉村的创鲜农业公园开幕。

在全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

考核中， 广州在珠三角地市排名第

一，综合评价为“好”。 2018年全市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020元，同

比增长10.8%， 增幅比城镇居民高出

2.5个百分点，农民获得感不断增强。

昨日 ， 广州

从化区西塘童话

小镇举行 “中国

农 民 丰 收 节 ”庆

祝活动 ， 现场展

示特色农产品。

信息时报

见习记者 胡瀛斌

记者 叶伟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