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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灶镇召开“焕新启航扬帆有为”公资系统改革发布会

“七大”集团亮相 构建“1+6+N”体系
1月17日上午，丹灶镇召开“焕新启航扬帆

有为”公资系统改革发布会，会上解读了《丹灶镇

公资系统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七大”

集团揭牌亮相，与区直国资3+1集团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与8家金融机构签约授信500亿元。

丹灶镇大胆创新构建公资系统“1+6+N”体

系，不仅开启“存量更新”模式，更是推动有为之

乡高质量全面发展的又一重要探索，将强力吸纳

社会资本加入，搭建产业载体平台，吸引更多创

新人才、项目等资源集聚，实现公有资产赋能丹

灶城市蝶变、产业升级。

■丹灶镇公资系统改革“七大”集团揭牌成立。

■调研组深入了解企业经营发展、项目增资扩产、安全生产等情况。

■丹灶镇石

联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启

用。

发布会上，丹灶镇副镇长

林琳深入解读《丹灶镇公资系

统改革方案》，指出构建公资系

统“1+6+N”体系是这一轮改

革最核心、最具实质性意义、最

有特色的改革举措。

发布会上，丹灶镇创新打

造的投资控股集团、产业开发

集团、丹金新城开发集团、招商

发展集团、文旅开发集团、工程

建设集团、农业发展集团“七

大”集团集中揭牌亮相，逐一部

署改革发展的功能定位、主责

主业、实施路径和重点任务。

其中，丹灶投资控股集团

负责控股集团公司，理顺股权

结构，优化资产质量，降低融资

成本。产业开发集团负责村级

工业园改造，工业类公有物业

“旧改”，全镇工业用地整备和

开发，产业集聚区改造开发，产

业保障房建设，现有工业园区

管理和运营。丹金新城开发集

团负责“丹金新城”开发建设，

商住类公有物业“旧改”，城区

人居环境配套设施建设，城镇

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公有物业

管理运营。招商发展集团负责

统筹全镇招商引资工作，项目

洽谈，招商项目落地等服务。

文旅开发集团负责金沙

岛国家湿地公园、仙湖、翰林

湖、康园、有为水道、翰林水道

等文旅景区的招商、开发、建设

和运营，全镇全域旅游文化旅

游项目的规划、开发、招商、运

营管理。工程建设集团负责

水利设施、水环境整治、污水管

网、市政基础设施、各类房屋建

筑、文旅配套设施、交通设施等

工程建设。农业发展集团负

责农业产业招商工作、农用地

统租统管和运营、统筹良银心

万亩田园综合体农业产业示

范区建设、全镇水田垦造工作、

鱼塘尾水整治工作。

“南海区将大力支持丹灶

公资系统深度改革，助力丹灶

加快新兴产业集聚，抢占粤港

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制

高点。”南海区副区长黄智斌表

示，丹灶镇要抢抓机遇、抓改

革、促创新，坚定发展信心，全

力破解公有企业体制机制、产

业结构、干部素质等方面的突

出问题，还要坚持市场化改革

方向，深入公有企业整合重组

优化，并创新融资模式和优化

激励机制，为打造现代化活力

新南海贡献丹灶力量。

深化改革求共赢，强化与市、

区级国资联动合作是本次丹灶公

资系统改革的又一大亮点。《方

案》指出，丹灶将以项目共建、资

源互补、利益分享为原则，在重要

领域通过市场化的途径推进市、

区、镇的多方位合资合作，实现协

同高效和一体化运作。引导推动

国资国企进一步向重要行业和关

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前瞻性战

略性产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

势企业集中。

发布会上，丹灶镇人民政府与

南海控股集团、南海产业集团、南

海城建集团、南海资产经营公司现

场签订联动合作项目；丹灶镇公有

资产管理委员会与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南海

农商银行、海晟金融租赁公司、绿

金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签订

综合授信500亿元，重点扶持丹灶

镇激活存量土地资源、村级工业园

改造、创新产业载体建设路径、城

市品质提升、全域旅游推广、农业

产业升级等项目工作。

丹灶镇将持续整合优质资产、

拓宽融资渠道，借助国信证券等全

国知名证券公司的专业优势,促进

公有企业更好更快登陆资本市场，

除了形成“资本+科技”创投生态，

还全力实施“510工程”，打造“丹控

资本”模式，加速壮大资本市场的

“丹灶板块”。到2025年，全镇公

有企业资产总额超100亿元，实现

做大规模，提升竞争力。

“2023年，丹灶镇公资系统要

把握机遇、拥抱变化、主动作为，

更要聚焦主业、专业和专注，不仅

要在镇内完成公资系统改革任

务，还要形成丹灶模式和经验优

势。”丹灶镇镇长张国欣提出，丹

灶公资系统要加强区、镇公资企

业联动，强化与金融机构的合作，

提升丹灶公资企业融资能力，进

而带动更多的优质业务拓展。

起跑决定后势，开局关系全

局。未来5年，丹灶镇将高效释放

公资系统创效活力，让存量土地

资源转化为土地资本，大力盘活

各类土地资源，完成约183.3公顷

（约2750亩）各类土地统筹面积，

冲刺实现约120公顷（1800亩）的

拆除改造目标，全力推进村级工

业园升级改造，完成约180万平方

米的旧厂房清拆；着力创新产业

载体建设路径，持续打造产业发

展新空间；赋能全域旅游，奏响文

旅融合新乐章；大力发展农业招

商，吸引更多优质农业项目落地，

做到绿了生态、鼓了钱袋、手中有

粮、花香丹灶，使工业经济、城市

发展与乡村振兴实现同频共振，

实现丹灶镇“一二三产”融合的农

业招商新格局，进而提升丹灶城

市品质，重塑城乡融合发展。

时不我待，奋发有为。丹灶镇

公资系统改革的嘹亮号角已吹响，

将充分发挥担当作用，激发丹灶活

力争创标杆，力促城市蝶变和产业

升级，助力有为之乡奋力建设大湾

区新兴产业集聚发展标杆镇。

“七大”集团揭牌
构建公资系统“1+6+N”体系

打造“丹控资本”模式
加速壮大资本市场的“丹灶板块”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时然

通讯员/丹宣 摄影报道）1月14

日，丹灶镇党委书记何敏仪带

队走访调研仙湖实验室及镇内

部分重点企业，深入了解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倾听企业生产

经营与增资扩产中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并协调解决，进一步健

全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千方

百计帮企业办实事、解难题，以

更优质的服务、更良好的营商

环境助推企业加速发展。

开展走访调研
倾听企业意见和建议

在仙湖实验室，调研组一行

听取了仙湖实验室工作汇报，深

入了解实验室二期规划建设进

度情况、重点研发项目进展、人

才团队引进、未来发展规划等情

况。何敏仪表示，南海区第十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报

告提出，将启动“科学家+企业

家”计划，促成科学家与企业家

合作创新。丹灶产业基础好，产

业集聚度高，希望通过为本地企

业与实验室搭建充分交流的产

学研对接平台，加快推动科研成

果转化落地，实现实验室与本地

产业的高度融合，助力科创平台

和企业实力双向增强。

“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些？”

“市场占有率怎么样？”“目前企

业融资情况如何？”……在广东

汇芯半导体有限公司，调研组

一行参观了企业展厅，并与企

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

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销售、发

展规划、惠企政策落实等情

况。据悉，该企业是一家从事

特型工程芯片研产销的高新技

术企业，致力于为特定产业提

供高可靠性功率半导体产品、

测试服务及解决方案。在政府

的牵线搭桥下，该企业已完成

三轮融资，有效化解了企业发

展的资金瓶颈。座谈会上，企

业相关负责人提出希望政府在

用电方面能够给予优惠政策，

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何敏

仪认真倾听企业意见和建议，

并对企业提出的具体问题向相

关部门进行现场交办。

完善服务机制
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

调研组一行还来到康明

斯恩泽（广东）氢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实地了解项目建设进

度、设施配套等情况。何敏仪

指出，项目要抢抓有利时机，

在确保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

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统筹安排好春节期间值班

值守和节后复工复产工作，积

极克服困难，力促项目早建

成、早投产、早达效。同时，她

要求各相关单位要持续优化

提升营商环境，积极完善服务

机制，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切

实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确

保工程建设加快推进。

当天，调研组一行还前

往广东安林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深入了解企业经营发展、

项目增资扩产、安全生产等

情况，倾听企业心声，为企业

发展出谋划策、排忧解难。

何敏仪强调，岁末年初是安

全生产事故多发高发期，企

业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坚决树牢安全生产底线思

维，严格落实岗位操作规范，

定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不

但要向生产经营要效益，亦

要向安全生产要效益。

丹灶镇领导带队走访调研仙湖实验室及镇内部分重点企业

倾听企业声音 精准提供服务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

讯员/张汉军摄影报道）1月15日，

丹灶镇石联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启

用，新址位于石联社区石西经济社

篮球场旁。即日起，石联社区所有

对外办公业务均于新党群服务中

心开展。

石联社区历时一年筹划建成

全新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设办

事服务窗口、党员活动室、社区读

书驿站、党员会议室、阶梯室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场室，并配备了

相关设施和管理制度。

石联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落

成改善了社区党组织的办公条

件，提升了石联社区对外服务的

形象，力求以整洁大气的办公场

所和优质的基层党建服务，延伸

党建工作的“触角”，扩大服务覆

盖范围，打造社区文化建设、道

德高地和精神家园。

石联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将围

绕“服务党员、服务群众、服务社

区”的工作宗旨，探索加强党员教

育管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

有效途径，致力将党群服务中心打

造成为党群活动的主阵地、拉近党

组织与群众距离的“亲民平台”、党

员干部学习教育的“学习基地”、为

群众办实事的业务办理窗口。

丹灶镇党委书记何敏仪表示，

石联社区党委要充分发挥党群服

务中心引领作用，做实服务内容，

打造党员群众学习交流、业务办

事、关爱帮扶的综合性服务阵地，

成为党组织党员和群众的“连心

桥”。希望石联社区抓住发展机

遇，在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方面向

前一步，为丹灶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活力。

石联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启用
即日起社区所有对外办公业务均于新党群服务中心开展

“七大”集团

投资控股集团

产业开发集团

丹金新城开发集团

招商发展集团

文旅开发集团

工程建设集团

农业发展集团

公资系统“1+6+N”体系

“1”
指1家控股公司，通过财政注

资、股权划转和资产划拨方

式，搭建镇级公资控股集团公

司，做大规模，提升竞争力。

“6”
指合并同类、重组资产、整合

资源，设立六家集团公司，负

责产业园区开发建设、城区开

发建设、招商发展服务、文旅

项目开发运营、工程建设管

理、农业产业发展。

“N”
指成立N个项目公司，每个集

团公司下面按需要设立项目

公司，便于项目灵活开发，并

负责项目建设和融资。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