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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
(万元)

人民币：408
美元：60
港元：465

交易编号

TD2020(NH)
WG0044

土地位置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
启航大道南金段东侧地段

面积
（m2）

27201.72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0.8，
且≤3.0

建筑密度

≥35%，
且≤60%

出让年限
（年）

50

起始价
(万元)

2040
（人民币）

备注：本宗地设有保密底价；本宗地以“标准地”模式出让，需符合产业类型、投资强度、税收标准等方面的要求，具体事项详见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经佛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决定委托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海分中心采用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下列地块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佛山市南海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单
独参加竞买活动（本宗地不接受联合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采用增价方式进行报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有意参与竞价者可登录佛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下称“网上交

易系统”，网址：http://jy.ggzy.foshan.gov.cn:3680/TPBank/newweb/framehtml/onlineTradex/
index.html）以及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网（自然资源局链接：http://www.nanhai.gov.cn/fsnh/
wzjyh/szrzyjnhfj/znjj/index.html 或交易中心链接：http://www.nanhai.gov.cn/fsnh/wzjyh/gg-
zyjyzx/znjj/index.html）下载相关出让文件。

五、本宗地的公告期自2020年10月17日至2020年11月5日止；网上报价期限为2020年11月
6日8时30分至2020年11月16日10时止。竞买保证金须于2020年11月14日17时之前到达本
中心指定账户后，方可参加竞买。上述时间均以网上交易系统的服务器时间为准。

六、需要到交易地块现场踏勘的竞买人请与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海分中心联系。
七、本次网上挂牌仅接受网上竞买申请和竞买报价，不接受书面、邮寄、电子邮件、电话、传真、

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
八、自本次公告起至网上挂牌截止期间，如有关于本宗地竞买文件的修改、澄清、说明等将通过

网上交易系统以及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网发布，请有意参与竞买者密切留意。其它未尽事宜，详
见本宗地的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九、联系方式
（一）业务咨询：0757-86082693、86369923 （二）系统使用咨询：吴先生0757-83991581
（三）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北路8号

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海分中心
2020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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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
权，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
号），现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
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环保之家论坛：http://www.ep- home.com/fo-

rum.php?mod=viewthread&tid=397721&extra=
佛山市南海区裕创铝材厂技改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前往如下单位查阅：佛山市南海区裕创铝材厂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红星村泮边高岗工业区；
联系电话：13809857773）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也可提出宝贵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

建议和意见，请在上述网络连接下载填写《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将填写好的表格通过信函、传真或
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至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佛山市南海区裕创铝材厂
收件人：关先生 邮编：528200
联系电话：13809857773
电子邮箱：360014983@qq.com
收件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红星村泮边高岗工业区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即自2020年

10月10日~22日。
佛山市南海区裕创铝材厂

佛山市南海区裕创铝材厂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征求意见稿公示）

在更高起点上
推进改革开放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

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党和人

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要以一往无前的奋斗

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

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并提出了与时俱进

全面深化改革、锐意开拓全面扩大开放的明确要求。

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要抓住机

遇、应对挑战，关键在于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习近平总书记

近日在广东考察时深刻指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

我们要走一条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实施更高

水平的改革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经济特区要

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

大局出发，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主战场中选准自

己的定位，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特

区工作开创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面向未来，要全面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尤其

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

局，继续走在时代前列，仍然要以全面深化改革添动

力、求突破。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之路无坦途。现

在，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很多都是前所未

有的新问题，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

程度不亚于40年前，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

慧，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不失

时机、蹄疾步稳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更加

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高改革综合

效能。党中央经过深入研究，决定以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为契机，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改革试点，以清单

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上更多自主权，一揽子推出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

批授权事项。深圳经济特区要扛起责任，牢牢把握正

确方向，解放思想、守正创新，努力在重要领域推出一

批重大改革措施，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制度

创新成果。要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创新思路加快推

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出一条符

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当前，世界经济

面临诸多复杂挑战，我们决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

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

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要优化升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系，增强

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加

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率先建设更高水平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一花独放

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经济特区建设40年的实

践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共同参与，也为各国创造了广

阔的发展空间、分享了发展利益。欢迎世界各国更

多地参与中国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发展，构建共商

共建共享共赢新格局。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

放永无止境。以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为新

的起点，继续发挥经济特区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带动作用，将改

革开放进行到底，我们就一定能在新时代的伟大征

程上披荆斩棘、一往无前，共同创造亿万人民的幸福

生活和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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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

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深圳经济

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

东时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

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走更高水平

的自力更生之路。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广东贯彻新

发展理念、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的

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对广东率先

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

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是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广东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一以贯之的要

求。2017年，总书记对广东工作作出

“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

列”的重要批示，其中一个就是坚持

新发展理念；2018年，总书记在参加

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四个走在全

国前列”，在视察广东时提出四个方

面要求，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了具

体的行动指南……深入学习贯彻总

书记关于新发展理念的重要论述和

对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必须深刻认识新发展理念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关系

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以更

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精准的措

施，将新发展理念贯穿改革发展的全

过程各方面，为广东破解发展难题、

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积蓄势

能，按下发展的“快进键”。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发生变化。作为改革开放的排

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广东面临的

资源要素约束更紧，受到来自国际

的技术、人才等领域竞争压力更大，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较为突

出。解决这些问题，落实新发展理

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根本出路、治

本之策。必须按照新发展理念要

求，优化体制和政策环境，着力构建

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调整经济结

构、补齐发展短板，从而不断释放增

长潜力，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

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

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

潮州三环公司时谆谆告诫：“企业要

发展、产业要升级、经济要高质量发

展，都要靠自主创新。”在深圳经济特

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总书记

将“必须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归纳

为经济特区建设的10条宝贵经验之

一。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

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笃定心志

大抓自力更生，矢志不移自主创新，

才能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

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坚持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坚定不移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新动能，提升

新势能；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

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前瞻布局战略

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发

展数字经济；加大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

力度，推动产学研深度融

合，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

络；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提升现代服

务业的发展能级和竞争力；实施更加

开放的人才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全力打造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

新走廊，集聚一流科技基础设施群、

一流实验室、一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

构，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

高地，在全国大局中展现出广东担

当、广东贡献。

“顺理而举易为力。”全省各地

各部门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领

会总书记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运用好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发展是

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

第一动力，把高质量发展之路走对

走实走好，奋力实现“四个走在全国

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
——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南方日报评论员

东方风来，改革潮涌。

“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

无阻的精神状态，改革不停顿，开放

不止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

放”，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让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

5个经济特区的干部群众倍受鼓

舞。

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继续

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

的特区精神，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大潮

中勇担使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经济特区辉煌成就彰显改革
开放磅礴伟力

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

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进行的伟大创举。

“顺丰在深圳发展壮大，听完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感到非常

振奋。”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卫表示，“40年来，深圳的发展

成就有目共睹，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

迹。得益于这样的环境，顺丰才能从

几十个人的小企业，迅速发展为跨国

快递平台公司，没有深圳，就没有今

天的顺丰。”

地区生产总值从 1980 年的

2.7亿元增至2019年的2.7万亿

元，财政收入从不足1亿元增加到

9424亿元，经济总量位居亚洲城市

第五位……40年来，深圳实现了由

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

前海，这个“特区中的特区”，已

是一派生机勃勃。“我们要进一步将

前海打造成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

枢纽、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改革创新试

验平台，努力做到不断培育新动能，

提升新势能。”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副

局长王锦侠说。

40年来，经济特区建设不仅实

现了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更给广大

群众带来了真真切切的实惠。

绿树成荫，道路宽阔，厦门经济

特区的发祥地湖里，已由昔日的小渔

村华丽变身为现代化城区。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党工

委书记陈枫亲身经历了这日新月

异的变化。“1995年我大学毕业刚

来这里时，道路尘土飞扬，想打篮

球要坐 40分钟车去市体育中心。

现在，交通四通八达，健身步道、街

心公园随处可见，居民幸福指数节

节攀升。”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经济特区一路走来，在改革发展

事业中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广大干部

群众的奋勇拼搏。

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10月的海南温暖如春。洋浦保

税港区的多个项目现场一片繁忙。

“几乎每天都有企业来考察洽

谈，大家都看好洋浦保税港区在海

南自贸港建设中被赋予的先行先试

的有关政策。”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

工委书记周军平说，“我们将以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

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用足用

好政策，全力打造自贸港建设的‘样

板间’。”

站在新的历史关头，面对新形势

新问题，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

慧，蹄疾步稳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

“改革永远在路上。中央支持深

圳实施综合改革试点，以清单批量授

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是对深圳的

充分信任和深切期待。”深圳市福田

区区长黄伟表示，福田区对照改革路

线图、时间表，健全综合改革试点贯

彻落实机制，将全力以赴抓好金融业

改革、营商环境改革、科技创新体制

改革和空间治理体制改革等重点工

作落实。

今年以来，汕头顶住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前8个月

55个省重点项目完成年度计划的

93.8%，进度位居广东全省第一。

“我们将在土地要素市场化、中

小微企业资金信贷、人才引进政策配

套等重点领域拿出‘新招’，打造充满

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营商环

境，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得水平

更高。”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刘世群表示。

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新形势需要新担当、呼唤新作

为。

四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横琴设

立分部、先进智能计算平台澳门分中

心落户横琴创意谷……在珠海，横琴

的开发建设正在驶入快车道。

珠海市横琴新区党委书记牛敬

表示，横琴新区的干部群众要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要求，继续发

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

特区精神，在经济特区新一轮大发展

和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中，勇当新

时代的“拓荒牛”。

“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经济

特区发展的创新创造活力”，深圳市

龙华区观湖街道党工委书记梁嘉深

有感触，“近年来，通过对观澜河等

进行治理，解决了困扰居民几十年

的黑臭污染问题。我们将继续发扬

基层首创精神，优化生态、生产、生

活空间格局，为居民提供更加舒适

宜居的环境。”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调整以后，今

年7至9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同比增长227.5%，购物人数同比增

长62%。“我们将整合优质资源，为

消费者带来更多元的商品及服务，让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中免

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总经理高绪江说。

“当前，改革开放到了新的历史

关头，更需要真抓实干、攻坚克难。

作为厦门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试验

田’，厦门自贸片区将继续在制度创

新、重点平台建设、特色产业培育等

方面大胆创新。”厦门自贸片区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熊衍良表

示。

四十载波澜壮阔，新征程催人奋

进。在新起点上，一代又一代特区建

设者勇立潮头、开拓进取，努力续写

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创造让世界

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新华社）

乘势而上 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大潮中勇担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在5个经济特区引起强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