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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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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南海区委宣传部会同
区委改革办、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
局等相关部门开展南海地改系列采访
调研活动，20多家媒体组成观察团到
桂城的爱车小镇和天富科技城采访调
研，探索桂城的地改经验。接下来，观
察团将会陆续走进南海其他镇街，探讨
地改的基本情况、取得成效和亮点，以
及其带来的变化和好处。

今年，南海将以广东省城乡融合发
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为牵引，探索推
进土地综合整治，推动土地结构性调
整，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
坚，持续增强发展动力活力。

本次调研活动首站走进

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的爱车小

镇。行驶在海八路上，路两边

的华南汽车城，一座座4S店
依次而建。从1999年开始打

造的华南汽车城，目前已集聚

了大批围绕汽配衍生的上下

游配套服务业，有汽车销售商

户70余家，4S店40多家，年

销售额超百亿元。

但随着经济和城市的高

速发展，华南汽车城开始暴露

出一连串问题：功能单一、服

务档次不高、空间布局杂乱、

土地利用价值低……改造提

升产业升级，成为必选路径。

2017年，南海区谋划了新一

轮城市更新十大示范片区，桂

城爱车小镇被列入其中，成为

南海区产业提升改造的重点

项目。

根据规划，项目将分两期

改造，首期总投资超 100亿

元，即“国有+集体、住宅+产业、

出让+出租，以产业开发为主、

住宅开发为辅”的土地复合利

用方式，通过引入社会资本跨

界共建，调动各方参与改造的

积极性，连片改造为融合住

宅、商服、生产等功能齐备的

综合性项目，推动城产人高度

融合。

项目整体建成后，将会形

成70万平米体量、8万人口左

右规模的集汽车销售及售后

服务、汽车赛事、汽车文化旅

游、行政办公、餐饮娱乐等于

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汽车文化

产业小镇。预计将提供2万个

就业机会，每年人流量超500
万，贡献超 100亿GDP。目

前，项目一期已于2020年3
月开工，预计今年10月对外

亮相；项目二期也将在3年内

完工。

“小镇所在地块的性质既

有国有的，也有集体的，地块

出让时就明确了国有土地将

局部改为住宅，部分改为商业

办公场所。”桂城街道城市更

新办主任叶嘉球说，通过“混

合开发”手段，几块地“打包”

发展，以此达到政府推动产业

发展的意图，同时又能平衡社

区层面的经济账，保障权属人

的利益，实现多方共赢。

按照规划，完成改造后的

小镇，将串联起佛山中轴线与

千灯湖轴线重点区域，进一步

拓展佛山中轴线北门户片区空

间；同时还有望推动叠北集体

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汽配等

产业集聚，提升沿线城市景观。

爱车小镇发展成如今的

样子，叠北社区党委书记庞朝

汉非常感慨。“以前的汽车城

收益低、产能低，现在改造后

租金将上升至23元/平方米，

土地也增值4倍以上，大家都

享受到城市更新的红利。”庞

朝汉说，村民不用依靠卖地就

能获得不错收益，不仅留住了

“母鸡“，还让它继续为村民

“生蛋”，继而孵化出更多的

“鸡仔”，为村集体、企业、社会

带来更多更大的效益。

公有资产助力推动产业优化

走进天富科技城，可见整

齐划一的工业式研发大楼、

崭新的停车场及篮球场等体

育设施，处处呈现出朝气蓬

勃的气息。谁曾想到，这个

集聚了 10多个中科院项目

的科技型产业园区，从前是

一个废旧的钢铁市场，如今

拿下“中国科学院佛山产业

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及多

个分量十足的响亮招牌，它

只花了几年时间。

天富科技城位于桂城街

道夏南二社区，规划定位为集

生产、研发、办公、应用、生活

为一体的都市型产业园区，是

桂城首个“工改工”村级工业

园改造项目。由桂城街道公

资办下属公司与夏南二社区

租赁土地（租期至2035年），

通过公有资产打造平台吸引

先进装备制造业及科创企业

进驻，对于桂城实体经济发展

有积极的带动作用。

该项目占地约80亩，总

建筑面积约12万㎡，投资额

约2亿元。项目设计为4栋工

业式研发大楼，配套1栋创客

公寓。项目分两期开发，首期

建设 1、2、3 号研发楼，在

2015年上半年动工，2016
年下半年交付使用，其中1号
楼由广东名阳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租地自建，自行招商运

营，2、3号楼由桂城公有资产

投资建设运营。

“首期自2016年交付至

今，已引入二十多家涵盖信息

技术、生物医药、食品科学、智

能家居、防灾应急、纳米新材

料、LED、汽车新能源检测等

领域的科技型企业进驻。”天

富科技城相关负责人麦永波

介绍，经多方努力成功将中国

科学院相关项目引入桂城街

道，并由桂城街道与中国科学

院佛山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

中心签订进驻协议，首批项目

于2018年落户天富科技城三

号楼，包括有季华实验室、中

科院长春光机智能制造研究

院等。目前2、3号楼已全部

出租完毕，引入科技型企业团

队 24个，其中高新企业 14
家，佛山中科产业基地项目6
个，2020年园区总产值约 7
亿元。

此外，二期创客公寓（5号
楼）及研发大楼（4号楼）均已

交付使用，其中4号楼已与中

国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创新

与育成中心达成合作意向，4
号楼整栋将继续交由育成中

心使用，多个中科院项目（包

括苏州纳米所，上海生物研究

所，新疆理化所）已确定进驻。

“从产业来说，以往钢铁

市场的产业低端，并把土地

要素锁定了，使得高附加值

的产业没有空间进来，没有

好的产业就无法形成竞争，

因此全面推进村级工业园改

造是很有必要的。”南海区委

改革办负责人丁坚表示，天

富科技城位于千灯湖的核心

地带，桂城街道考虑的不是

短期的利益，而是把这个产

业用地以“工改工”形式升级

改造，这是桂城街道的魄力，

把优的好的产业做城市核心

区的高科技产业，通过改革

释放土地的潜力，推动城市

的发展，推动产业的优化。

短短几年时间，天富科技

城一跃成为珠三角村级工业

园改造的明星样本。丁坚介

绍，从天富科技城这个样本可

以看到在城市的核心区，除了

大拆大建，还可以微改造，把

连片的工业园区做起来，在城

市的核心区构建现代的产业

园区，通过项目的迭代把亩产

值大幅度提升，通过村集体原

有的低产值工业园区变成现

代化的工业载体，为城市发展

提供产业动能。

全力推进连片村级工业园改造
和连片旧村改造

2019年7月，南海区

获得省委深改委批准建设

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

创新实验区，成为目前全省

唯一的省级城乡融合发展

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实

验区是新时代新征程赋予

南海区改革创新的历史方

位和重大使命，是推动新时

代与南海改革开放再出发

的必由之路，是南海把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结合起来的

重要抓手。

2021年，是南海区作

为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

新试验区方案实施的第二

年，也是试验区建设各项重

点工作全面推进的关键一

年。南海将以更强决心深

化改革开放，加快释放高质

量发展活力，推动土地结构

性调整。如加快探索推进

土地综合整治，统筹开展

农用地、建设用地整理和

乡村生态保护修复，加紧

腾退生态保护红线内不符

合管控要求的建设用地，

推动土地腾挪归并，促进

空间格局优化。全面发起

村改大攻坚，力争用两年

时间总体完成村改任务；

坚定“工改工”“工改产”主

方向，建设一批千亩万亩

连片现代产业集聚区，为

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空

间保障。以更大力度推进

城市更新，推动更多城中

村和老旧小区改造，建设

农村居民新型社区。加快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片

区，努力打造城乡融合新

标杆、创新开放新高地、协

同治理新典范。

作为南海的中心城区，

桂城将坚持品质引领城市

建设，对标最高最好最优，

做美城市形态，做强城市功

能，全力打造一流的城市环

境，吸引一流的人才，承载

一流的产业，构建“以城聚

人、以人促产、以产兴城”的

高品质佛山新都心。

2021年，桂城将继续

以“产业主导、规划引领、

土地集约、片区统筹、联动

开发、利益共享”为纲领，

坚持“大规划、大拆除、大

投入、大建设”，全力推进

连片村级工业园改造和连

片旧村改造，加快推进平

西西城工业区、夏南二工

业区、平北工业区等一批

产业引领性改造项目。

2021年桂城将完成总占

地2000亩的村级工业园

拆除整理任务，拿出近

1000亩城市更新产业用

地，推动平均容积率 3.0
以上的 120万平方米至

150万平方米工业载体加

快开工建设。

同时，桂城将重点推动

金融高新区夏北1876亩

改造，映月湖片区总面积超

过5000亩的夏南一、夏南

二和夏东整村改造，叠水小

镇4000亩改造，石 四村

1100亩改造，北约500亩
改造，以及三山片区均以

2000亩为单位的地铁2、
4、11号线TOD项目，深入

研究以 TOD引领城市发

展，提升城市价值，打造人

城产文融合的综合社区，实

现“生产空间集聚高效，生

活空间舒适宜居，生态空间

近山亲水”。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 李冬冬 通讯员 罗慧 杜建新李芳毅

土地“混合开发”实现多方共赢

/

天
富
科
技
城

/
/

爱
车
小
镇

/

/

桂
城
行
动

/

■爱车小镇拟建成集汽车销售及

售后服务、汽车赛事、汽车文化旅

游、行政办公、餐饮娱乐等于一体

的大型综合性汽车文化产业小镇。

■南海地改系列采访调研团队在天富科技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