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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住建水利局

大事记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
官之年。这一年，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交出
了温暖的民生答卷：筑牢小区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让市民从“有其居”到“优其居”，黑臭河涌变成景观
河，城乡基础设施日臻完善……一项项举措提升了市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年满载荣誉。南海区住建
水利局获评省住建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单位，
南海区成为全省第四个通过水利部小型水库管理体制
改革示范区创建验收、全省首批通过省水利厅节水型
社会达标建设验收的县区，南海区机电排灌总站抢险
队千里援赣，获省、市三防和应急部门表彰……

成绩属于过去，奋斗赢得未来。迈向“十四五”，南
海区住建水利局将统筹谋划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
设，努力推动建筑业发展、房地产业稳定、水生态持续
好转，为打造“品质南海、活力南海、幸福南海”作出更
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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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人居环境 让百姓安居宜居
南海区住建水利局持续完善住房保障建设、推进水环境质量改善，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

“曾经，我以为只能孤独终

老，但自从搬进丽和苑，我有了家，

是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让我安享

晚年。”每当有人问起入住保障性

住房的感受，年近70岁的谭卓贤

总是充满感恩，布满褶皱的脸上

洒满笑容。

安居，是每个人的梦想。作

为民生工作重要部门，南海区住

建水利局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稳定房地产

市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

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

辖区人民住有所居。

为有效维护房地产市场秩

序，南海建立房地产市场秩序联

合检查机制，通过约谈、诚信扣分、

发警示函等，及时查处房地产领

域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引入律师

免费居中调解服务，帮助购房人

依法维权，依托媒体力量发布风

险告知书，提升购房人风险意识。

得益于南海区住房保障体系

的完善，越来越多像谭卓贤这样

的低收入家庭和住房困难群众实

现“安居梦”。截至目前，南海有公

共租赁住房项目70个共18369
套，配租率超过9成，累计保障户

数约2.5万户，其中南海区户籍

家庭约0.6万户，新市民约1.9
万户，惠及总人数约4.2万人。

2020年6月，南海重新修订

了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

将保障范围扩大到来南海创新创

业的港澳青年，并对烈士遗属、退

役军人家属等群体减免、降低租

金。同时，创新“边审核边分配”工

作机制，进一步加快入住效率，服

务群众。

除实物配租外，南海还探索

租赁补贴，以更灵活的方式保障

住房困难群众。

2020年10月，南海区住房

保障租赁补贴方案正式实施，首

次将租赁补贴保障对象扩大到新

市民，并着重对一线环卫工人、低

保特困重残人员等群体进行摸底

调查。截至2020年底，租赁补贴

保障受益对象3109户，发放补贴

1870.82万元。

为增加租赁住房供应，缓解

住房供需矛盾，南海区住建水利

局稳妥有序开展利用农村集体建

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工作。

目前已筹集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

房项目4个约6686套，其中丹灶

丹青苑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为

利用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

和装配式建筑试点“双试点”项目。

同时，南海出台《推进共有产

权住房试点工作实施细则》，首批

项目选址狮山镇，共推出80套共

有产权住房，申购对象面向佛山

市户籍居民和新市民，购买人享

受同等入学、落户权利。

此外，结合南海区人才住房扶

持政策，南海区住建水利局探索打

通公共租赁住房、社会租赁住房和

人才住房通道。通过土地招拍挂，

配建10万平方米人才住房（区镇

两级政府）和24.2万平方米企业

自持租赁住房。修订完成人才住

房扶持政策，2020年，南海区审核

通过四批1~5类人才的安家补贴

申请共104人，共发放安家补贴

1326.2万元，其中发放市特殊引

进人才安家补贴450万元，进一步

吸引人才扎根南海。

除了让“居者有其屋”，南海

更要让“居者优其居”。

“自从加装了电梯，现在上楼

腰不酸，气不喘了。”这是近来老旧

小区居民的普遍感受。

2020年，南海区住建水利局

有序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和电梯加

装工作，选取大沥镇嘉怡社区作

为“共同缔造”活动试点，以点带面

推进全区69个城镇社区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同时出台《南海区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操作规程》，进

一步明晰加装电梯的申报、建设

和管理工作。

物业服务是小区的一扇窗

口。近年来，南海区以党建为引

领，深入开展物业小区综合治理

工作，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在疫

情防控的关键作用，守好疫情防

控的“第一道防线”，全区94个物

业管理小区成立了党支部，努力

做到“执法入小区、服务进小区”。

危机孕育新机，变局预示

新局。对南海建筑业来说，

2020年正是这样特殊又关键

的一年。

这一年，南海建筑领域迎

来了 2 家 500 强龙头企业。

2020年8月18日，世界500
强太平洋建设区域总部签约落

户南海，投资100亿元打造建

筑产业链平台。同年 11月 9
日，世界品牌500强徐工集团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签约落户南

海，投资20亿元打造广东生产

基地，并于2021年1月16日

正式奠基。

两大“巨舰”相继落户，其

背后是南海建筑业迈向高质量

发展的缩影，更是“南海建造”

品牌效应彰显的折射。

为促进南海建筑业转型升

级，2020年7月，《佛山市南海

区促进建筑业发展总体工作方

案》正式出台，以创新建设管理

模式为突破口，围绕打造“南海

建造”企业品牌、构建建筑业全

链条集聚产业园区、推广应用

建筑业现代化新技术等7大任

务，促进南海建筑业持续健康

发展。

与总体方案配套，南海还

制定《佛山市南海区促进建筑

业发展扶持办法》，支持引进一

批全国有较强影响力的建筑业

企业总部落户南海，鼓励本地

建筑企业做专做精，并设立南

海区建筑业发展专项资金，对

新引进建筑企业进行分类扶

持，对提质争优的区内建筑企

业进行奖励。

方案既定，一呼百应。

2020年8月17日，南海区建

筑产业集聚区揭牌，打造全国

首个“优质建筑企业聚集示范

区”，以此促进南海建筑产业集

聚集群发展。随后，太平洋建

设、徐工集团相继落户。

其中，太平洋建设将发挥世

界 500强企业的龙头带动作

用，整合南海泛家居产业链等资

源，以市政、交通、水利、园林绿

化、园区升级、新区建设、文旅教

育等项目建设为重点，与南海共

同打造一个集“资源、智慧、资

本”三位一体的建筑产业链平

台。

而徐工项目的落地，将填

补南海区在工程建设领域高端

装备制造业的空白，并带动南

海有色金属、五金机电等上下

游企业的发展。项目建成达产

后，可年产塔式起重机、施工升

降机 5000台以上，实现年销

售收入25亿元，年利税超2.5
亿元。

据统计，2020年南海区已

新增12家施工总承包一级企

业。当前，南海正全面建设广

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

验区，随着城乡融合十大示范

片区如火如荼建设，可以预见，

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南海建

筑业将迎来新一轮井喷式发

展。

（更多水环境治理报道，请

留意本报后续报道。）

黑臭水体整治是补齐城乡

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推进城乡

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抓手。

2020年，南海区继续压实河

长责任，通过加强截污管网建

设管理、推进四大场所污水接

入、自然村“截污到户、雨污分

流”、北村水系等重点流域治

理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黑臭水

体整治工作。

“现在河道两岸风景靓多

了，我每天都会过来走走。”在

桂城街道夏东社区生活了一辈

子的村民黄伯对三圣河整治大

加赞赏，“以前是臭水沟，路过

都要捂着鼻子快速走，如今河

水清澈，两岸树木葱葱郁郁，空

气更清新，大家都来河边散步

锻炼了。”

不只是三圣河，自实施黑

臭水体整治以来，南海很多河

流由众人嫌的脏黑臭，摇身一

变成为大家喜爱的景观河。截

至目前，2条建成区黑臭水体

通过市级长制久清验收，151
条城乡黑臭水体也全部通过验

收，8条农村黑臭水体完成整

治。

黑臭水体整治，关键是控

源截污。南海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水环境治理工作，把

“切实加快截污管网建设”纳

入南海区2020年十大民生实

事。截至 2020年底，南海新

增完成截污管网约497公里，

四大场所（楼盘、集贸市场、餐

饮、学校）共1115个全部接入

市政污水管网，超额完成了年

度任务。

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更为薄

弱的农村，“截污到户、雨污分

流”更是村民期盼已久的民心

工程。

以桂城街道夏东社区涌口

村为例，该村由于地势低，每

遇大雨就成了“盛水”的锅，水

浸难退，多年来被村民调侃为

“锅底”。如今，随着雨水收集

井和管道的建设，不仅解决了

困扰村民多年的“水患”，还将

门前的“坑洼路”变成平整的

水泥路。

据统计，2020年全区第一

批自然村“截污到户、雨污分

流”项目所涉及的281个自然

村（社区），累计已完成雨污分

流管网389公里，不仅做“实”

了截污“里子”，更做“靓”了村

巷“面子”，得到了村民的一致

好评。

南海还全力推动重点流域

治理，2020年启动北村水系、

里水河两大流域治理项目，其

中北村水系流域水环境综合治

理项目总投资78.77亿元，是

南海区至今为止最大的治水工

程项目，目前，5个标段共 40
个项目开工，完成污水管网建

设约172.5公里。

此外，南海还加强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流域防洪排

涝能力。截至 2020年底，南

海区在建水利工程项目35宗，

完成投资约3.36亿元。其中，

北村涝区整治工程、桂城新填

地电排站重建工程、丹灶镇西

岸电排站重建工程均进入收尾

阶段。

水环境治理 做实“里子”做靓“面子”

引入500强 打响“南海建造”品牌

租购并举实现老百姓安居梦

文/珠江时报记者黎小燕通讯员 张琼

■2020年3月28日，南海区北村水系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启动。项目总投资78.77亿元，是南海区至今为止最大的环保工程项目。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摄

■桂城丽和苑保障性住房环境优美、配套完善。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摄

3月
●北村水系流域水环境综合

治理项目启动，项目总投资

78.77亿元，是南海区至今为

止最大的治水工程项目。

5月
●南海区成功通过“工程项

目建设过程中煽动闹事或

承揽工程的黑恶势力问题”

挂牌整治验收，南海区住建

水利局获评全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系统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先进单位。

●出台《南海区人才安居办

法》。

6月
●重新修订《南海区公共租

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

7月
●出台《佛山市南海区促进

建筑业发展总体工作方案》

及《南海区促进建筑业发展

扶持办法》，全力促进建筑

业持续健康发展，打造“南

海建造”品牌。

8月
●南海区成功通过全国深

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

示范区创建。

10月
●出台《南海区住房保障租

赁补贴方案》。

●南海区成功通过全省县

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验

收。

12月
●南海区出台《推进共有产

权住房试点工作实施细

则》，首批共有产权住房项

目80套选址狮山镇。

●出台《南海区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操作规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