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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要闻 2020年11月21日 星期六

责编刘浩华 美编 邓渊博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兼
容仓储用地

TD2020(NH)
WG0057

交易编号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0.8
且≤3.0

建筑密度

≥35%
且≤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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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位置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
五金工业区汇银大道北侧

面积
（m2）

23608.86

保证金
(万元)

起始价
(万元)

1417
（人民币）

人民币：284
美元：43
港元：333

50

出让年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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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zyjyzx/znjj/index.html）下载相关出让文件。

五、本宗地的公告期自2020年11月21日至2020年12月10日止；网上报价期限为
2020年12月11日8时30分至2020年12月21日10时止。竞买保证金须于2020年1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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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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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

诗 通讯员/关蕴琪 陈志炜）昨

日，2020全国纺织科技成果

转化与合作大会在西樵举行，

来自全国纺织行业的大咖齐

聚一堂，共谋纺织科技发展。

本次大会由中国纺织工

程学会、西樵镇政府主办，以

“科技提升绿色制造”为主题，

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论坛、科技

成果对接、科技成果展示。

“本次大会将推动创新链

和产业链有效对接，是打通科

技创新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

公里的一次有益实践，是形

成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

体系的一次深刻交流。”中国

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

表示。

在纺织科技成果展上，来

自全国各地的纺织企业亮出

最新研发成果。其中在西樵

展位，冰薄荷抗菌牛仔、铜离

子抗菌牛仔等功能性牛仔面

料，无味硫化黑系列等环保牛

仔，纸尿裤、卫生巾等妇婴卫

生用纺织品，吸引不少参会人

员咨询了解。

会上，西樵镇政府获颁

“2020全国纺织科技成果转

化与合作大会突出贡献奖”。

来过西樵多次的中国纺织工

程学会理事长伏广伟认为，西

樵的纺织产业基础较强，是华

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产业集

群，纺织企业上下游相对集

中，而且区、镇对科技创新的

扶持力度大，在此举行大会还

能辐射到九江、大沥、盐步等

周边区域。

南海区政府党组成员黄文

富介绍，2019年，纺织业首次

加入南海区超 200亿元行业

阵营，经济贡献越发突出。在

疫情影响下，南海纺织业表现

出较强的竞争力和生命力，尤

其是西樵纺织、西樵卫生用品

行业，实现了可喜的逆势发展。

西樵镇镇长杨明表示，西

樵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以企

业发展需求为导向，为纺织企

业打造更好的平台，加快推动

纺织企业生产设备的数字化、

智能化改造，借助互联网实现

设计、生产、销售等环节的重

组和升级，推动产业链向中高

端迈进，打造现代化纺织产业

集群。

接下来，西樵镇还将充

分利用扶持政策，包括在高

端人才引进、子女入学、技改

补贴等方面加强投入，通过

行政和市场引入手段的搭

配，引领纺织行业的技术革新

和升级换代。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通

讯员/朱嘉泳）昨日，里水镇召开

“两违”整治工作会议。里水将从

组织管理、日常管控等多方面对

村（社区）进行考核和管理，坚决

打赢“两违”整治攻坚战，为里水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最美岭南水乡

贡献力量。

会议解读了《里水镇农村宅

基地建设管理方案》及相关村（社

区）考核办法。该方案明确了在

建违法农村宅基地的处置办法以

及待建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以

在建违法农村宅基地为例，分为

在建超出限高及在建未超出限高

两种违法农村宅基地情况，对所

有发现的在建超高违法农村宅基

地，相关执法部门将立案查处，下

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如违建者未

按要求整改，相关部门应采取强

制整治措施。

针对待建农村宅基地，不论

是否持有土地证都需要按相关指

引进行报备，对位于限建、可建区

范围内，属于拆旧建新，无土地证

且无法补办用地手续，属于经济

社成员且符合“一户一宅”政策，

村(社区)属地无产权纠纷的，可

提供相关资料申请办理农村宅基

地建房备案手续。

会议部署了下阶段“两违”整

治工作，要求深刻认识“两违”行

为的危害性、整治的紧迫性，切实

做到协调配合要到位、责任追究

要到位、长效管理要到位。

里水镇镇长麦满良针对里水

目前“两违”情况频发，宅基地超

高超面积抢建等突出问题，部署

了下一步的集中整治工作。“要迅

速行动，在本月底前，各村（社区）、

经济社要召开动员会，解读方案，

摸清底数、分类处理、铁腕执法。”

麦满良表示，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

遏制违法建设蔓延势头，对屡禁不

止、顶风抢建的严重违法建设，要

在法律上严加查办，党纪政纪上严

加追究，不给任何违法建设行为以

侥幸逃避的空间。

珠江时报讯（记者/丁当 通

讯员/王婷）为配合叠滘片区做

好文旅开发，近两周以来，桂

城街道查治办打响三大战役，

在叠南、叠北社区开展违建专

项整治行动，致力提升叠水小

镇人居环境，助力南海建设广

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

验区。

即报即查即拆
打响“攻坚战”

今年 6月，桂城街道党工

委书记麦绍强在桂城街道查治

工作调研会上提出，为积极推

动重要项目实施，配合叠滘片

区做好文旅开发改造，将叠南、

叠北纳入连片整治工作中。

桂城街道查治办在坚持社

区“两违”行为“零报告”日报的

基础上，加足马力完善“即报即

查即拆”工作机制。同时，统筹

社区对辖区“两违”情况开展全

面摸查，将摸查线索移交相关

部门认定。

即报即查即拆，即时掐灭

违建苗头。近两周以来，宅基

地专项行动小组深入叠南、叠

北社区，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攻

坚克难，加速推进“三清三拆三

整治”工作。11月13日，桂城

街道查治办组织水利所等部门

到叠北社区开展河涌边违建集

中拆除行动，拆除云梯路两侧

河涌边5处违建，并劝导8处违

建事主自拆，拆除面积合计

1068平方米，形成良好查违治

违局面。

聘请第三方巡查
开展“抢地战”

第一战是“攻坚战”，第二

战就是“抢地战”。在桂城街道

查治办的协调安排下，第三方

巡查小组兵分两路，对叠滘片

区开展地毯式摸查，主要逐一

对在建宅基地进行登记摸查，

利用红外线测量仪精准面积、

高度；同时，将影像图、CAD尺

量图录入摸查APP；对于没有

按要求设置施工牌的在建建筑

全部登记在案，统计后发社区

进行核查。

今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

第一轮排查结束，社区核实情

况后发现2处新增违建。桂城

街道查治办当即依照流程，组

织相关职能部门，对新增违建

宅基地采取相应强制措施。10
月，第三方巡查小组对叠滘片

区开展了第二轮更为深入的排

查。此次排查没有发现新增违

建，铁腕控违效果显著。

接下来，第三方巡查小组

还将利用无人机等高科技手

段，精准锁定违建目标，有效提

升过程监测，助力连片整治。

三方面加强宣传
打好“持久战”

桂城街道查治办以连片整

治、助力“三清三拆三整治”作

为当前重要工作，统筹相关部

门、社区联合作战，在“攻坚战”

“抢地战”的基础上，以宣传教

育为切入点，做好舆论引导，打

好宣教“持久战”。

接下来，桂城查治办将从

三方面着手，加强宣传。一是

在公众号、电视、报刊、广播等

融媒平台，从曝光典型、拆除成

果、环境优化多角度出发，让群

众对查治“两违”有更深刻的认

识；二是在社区公众号设立“曝

光台”栏目,专门曝光“两违”等

相关内容，充分发挥媒体监督

作用，压实部门和社区主体责

任；三是结合叠水小镇文旅项

目，设置查治“两违”宣传长廊，

融入龙船漂移、茶基十番、醒狮

等当地特色文化，营造别具一

格的宣传氛围。

未来，桂城街道查治办将

继续依托科学化、信息化、常态

化手段，不断完善控新增、化存

量体系，确保维持基本控停态

势，打开化解存量新局面，为市

民营造更和谐有序的生产生活

环境。

2020全国纺织科技成果转化与合作大会举行

大咖齐聚西樵“编织”行业未来

里水镇召开“两违”整治工作会议，要求强化监督

坚决打赢“两违”整治攻坚战

打响“三大战役”掐灭违建苗头
桂城在叠南、叠北社区开展违建专项整治行动，提升叠水小镇人居环境

▲11月13日，施工人员拆除叠北社区违建铁棚。

珠江时报记者 丁当摄

▼施工人员对叠北社区上报的超红线范围的宅基地进行割钢

筋处理。通讯员供图

（上接A01版）

第一，坚持开放包容。要坚决

维护和平稳定，坚定捍卫多边主义，

坚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毫不动

摇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

边贸易体制，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

体化，早日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

中方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完成签署，也将积极考虑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要继续落实亚太经合组织高

质量增长战略和包容行动议程。

中方将举办包容性贸易和投资研

讨会。

第二，坚持创新增长。要促进

新技术传播和运用，加强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完善经济治理，营造开

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

境。中方将推动制定智慧城市指导

原则，倡议各方分享数字技术抗疫

和恢复经济的经验，倡导优化数字

营商环境，释放数字经济潜力。明

年，中方将举办数字减贫研讨会。

第三，坚持互联互通。要畅通

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

动。中方愿同各方一起积极稳妥

推进人员流动“快捷通道”和货物

“绿色通道”建设，维护全球和地区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运转。促

进各方发展规划和互联互通倡议

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第四，坚持合作共赢。要深化

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

关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不

断提升区域合作水平。在协商一

致基础上推进务实合作，妥善处理

矛盾和分歧，维护亚太合作正确方

向，让亚太经合组织行稳致远。中

方支持亚太经合组织加强疫苗、公

共卫生、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合作，

助力抗疫合作和经济复苏。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国愿同亚

太各方一道，共创共享亚太和平繁

荣美好未来，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目标不断迈进。

会议由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主

持。会议主题为“激发人民潜能，共

享强韧、繁荣未来”。与会各经济体

领导人围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

2020年后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愿景

深入交换看法，达成积极共识。

领导人表示，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挑战，各方应该求同而不是立

异，加强团结，深化疫苗合作，便利

人员流动和物资流通，尽快战胜危

机，实现经济复苏增长。秉持平等

伙伴、共同责任、相互尊重、互利共

赢的亚太经合组织精神，加强贸易

投资、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领域合

作，深化互联互通。支持世界贸易

组织改革，维护多边主义和多边贸

易体制，营造自由、开放、公平、非歧

视、透明和可预测的贸易投资环

境。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

由贸易区进程，致力于2040年建

成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

同体。

会议通过了《2040年亚太经合

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发表了

《2020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吉隆

坡宣言》。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

等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