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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狮山镇公共资源交易所作为主办单位（以下简称“主办单位”），在狮山镇公共资源交易所开标一室（狮山镇狮城路
风尚蓝湾二座之二2楼）举办挂牌竞租现场会，采用挂牌方式出租下列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狮山镇兴贤村“风梅岭”地段一期约182亩土地使用权挂牌竞租公告

二、竞租资格：
1.竞租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在限制参与公有资产竞价期限内或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外，均可申请单独参加竞租活动，但不允许联合体参与竞租活动。
2.竞租人须在狮山镇范围内成立独立法人的项目公司投资开发运营本项目地块，且该公司（或其股东）须有在广东省内投

资运营的不少于两个工业类投资项目被认定为区/县级或以上的重点招商项目的运营经验。
3.竞租人（或其股东）须在广东省内拥有不少于两个村级工业园改造项目（工业类）的开发建设经验（不含本次项目），其中

单个项目总占地面积不少于100亩。
4.竞租人的其中一名股东（或该股东的控股股东）在2018年、2019年、2020年的其中一年的纳税总额须不少于

1500万元且三年内累计纳税总额须不少于3000万元。
三、本次挂牌时间从2021年11月23日至2021年12月23日上午11时00分止。申请人可于2021年12月23日上午10时00分

至10时30分携带身份证明文件等相关资料、竞租保证金银行缴纳凭证（原件及加盖公章复印件），向主办单位提出书面申请。
竞租保证金到账时间为2021年11月23日至2021年12月22日下午16时00分止（详细要求见挂牌须知）。
四、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租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五、本次土地使用权挂牌以增价方式（即宗地1参与增价和宗地2不参与增价）进行报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最终交易成交价和竞得人。
六、本次挂牌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文件。有意参与竞租者可登录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网

（网址 http://www.nanhai.gov.cn/fsnhq/bmdh/zj/ssz/jyxx/zgyzcjyxx/index.html）下载相关挂牌文件电子版。
七、需要到出租地块现场踏勘的竞租人请与佛山市南海联合利民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八、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电子邮件、电话、传真以及口头竞租申请。
九、自本次公告起至挂牌现场会开始期间，如有关于本宗地竞租文件的修改、澄清、说明等将通过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网

（网址http://www.nanhai.gov.cn/fsnhq/bmdh/zj/ssz/jyxx/zgyzcjyxx/index.html）发布，请有意参与竞租者密切留意。其它未
尽事宜，详见本宗地的网上挂牌文件。

十、联系方式：
主办单位地址：狮山镇狮城路风尚蓝湾二座之二2楼 联系电话：0757-86680126 联系人：罗先生
出租方：佛山市南海联合利民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南海区狮山镇狮山大学城南海软件科技园崇贤楼A501室 联系电话：0757-86635896 联系人：冼先生
资产管理单位：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联系地址：狮山镇狮城路风尚蓝湾二座之二7楼
联系电话：0757-86689775 联系人：赵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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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佛山市南海区
狮山镇广三高速
以北、广云路以南
兴贤村风梅岭地段

计租面积（亩）

宗地1
约177
宗地2
约5

合计
约182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

建筑密度

-

出租年限

自《土地租赁合
同》签订之日起
至2052年9月

28日止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

农用地

起始价

人民币100000元/年/亩
（不含税）

人民币2690元/年/亩
（不含税）

竞租
保证金

50000000元

佛山市南海联合利民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3日

“双减”政策落地100天，狮山

镇“双减”如何提质增效？“5+2”课

后服务托管实践探索有哪些亮点？

近日，在狮山镇推进“双减”工

作研讨会上，狮山镇5所中心小学校

长开诚布公话“双减”，从课堂质量

提升、课程管理、作业布置、家校合

力等方面分享了经验和实施亮点。

“双减”政策落地后，狮山中心小

学通过控制学生作业量，切实做好学

生作业托管工作。作业少了，学生的

课余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四年级的小语同学是狮山中心

小学朗读团队的一员，课余时间，小

语和一批热爱朗诵的同学们一起，吟

诵诗歌、美文，礼赞祖国的大好河山。

与小语同班的小凯则是班上的足

球运动健将，课余时间，小凯喜欢和小

伙伴们在绿茵场上驰骋。上个月，狮

山中心小学进行了年级足球PK赛，小

凯和队友并肩作战，在一次次比赛中

不断成长，感受足球的魅力。

狮山中心小学鼓励同学们从事力

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开展适宜的体育

锻炼，开展更丰富的阅读和文艺活

动。小语妈妈说，如今，孩子们最期待

的是每天的课后服务时间，精彩纷呈

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

小组及社团活动，一个接一个，目不暇

给，让小语患上了“选择困难症”。

“‘双减’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

及众多利益群体。学校经过紧密部

署、科学建构、有序推进，密切了家校

联系，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育人氛围，

真正形成了家、校、社相互理解和支

持的三位一体育人格局，取得了显

著成绩。”狮山中心小学校长钟绍坤

表示，“双减”首先是减去了学生过

重的作业负担，增加了学生自主发展

的时间和空间，提升了学生的综合

素养。同时减去了家长过多的担忧

顾虑，增加了家庭亲子活动的时间

和机会，提升了家庭的生活品质，还

减去了教师繁重的心理压力，增加了

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和欲望，提升了

教师的专业水平。

走进罗村中心小学，书香

扑面而来，课余时间，孩子们三

两成群，在散发着书香气息的

校园角落里阅读、讨论。“双减”

政策落地后，罗村中心小学以

“让生命像阳光般灿烂”的办学

理念为引领，大力开展以“阅

读”、“悦读”为特色的教育活

动，以书香浸润学子心田。

五年级的小倩是一名学习

委员，她说，现在学校各班级都

开设读书角，充分发挥学生自主

管理作用，制定出图书借阅制

度，室内张贴读书格言和警句，

并在教室后展板上开辟出读书

星级晋级评比栏，形成你追我赶

的读书热潮。小倩特别喜欢这

样的阅读氛围，一有时间，她就

和小伙伴们开展故事会、好书推

荐活动，分享读书心得。

在校园里，学校定期制作展

板悬挂学生精心制作的书签、好

书推荐卡、阅读思维导图、书海拾

贝、读书小报和手抄报等作品，营

造浓浓的读书氛围，书的海洋包

裹孩子的课余生活。每个年级定

期进行班级图书漂流会，让书在

孩子们之间流通起来。

“‘双减’之下，孩子学习时

间尽管稍有缩减，但我们对阅

读的执着不减反增，阅读在学

校教学活动中的权重更为突

出。”罗村中心小学校长陈国

权介绍说，该校专门开辟出每

天的阅读时间，专时专用，任

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借口

挪用和占用，老师列好计划，

每次阅读课都制定出明确的

阅读内容，并指导学生填写校

编小册“书海拾贝”，全力保障

阅读的时间和效果。该校还

将阅读作为孩子们每天必备

的实践性作业，要求家长保障

孩子在家的阅读时间，老师做

好督促和检查，让其成为一种

长效的机制。

书面作业基本校内完成，

晚上九点后能上床睡觉……

“双减”之后，官窑中心小学的

学生精神面貌有了可喜的变

化，该校从提高作业管理水平

入手，提升教学质量。为减轻

学生作业负担，官窑中心小学

出台《作业管理制度》，把关作

业总量，要求做到四个“每”，即

每日一公布、每周一督导、每月

一检查、每月一整理，努力做到

每“每”落实，美美与共。

“学校对作业量精准把控，

现在儿子基本上在学校就完成

了书面作业，在家里确保有一

个小时的阅读时间，晚上9点

半就可以上床睡觉，这点家长

最放心。”官窑中心小学五年

级家长罗女士说。

除了作业的总量控制，官

窑中心小学还在作业的质量上

下足苦功，如杜绝“一科多辅”，

完善、丰富、优化校本习题库，

从源头上减少作业数量和提高

作业质量，科学、合理设计作

业，各备课组每周研究讨论决

定本周作业。

“每天除了布置同步作业

之外，给学生布置一定数量的

阅读作业、家务劳动和体育锻

炼，每周布置一个音乐、美术等

方面的综合实践性作业。”官窑

中心小学校长高松青表示，学校

尊重学生学习上的差异性，提倡

“同步作业+鼓励性作业+拓展性

作业”模式，满足不同层次的学

生的需求。同时加强作业辅导，

做好对学习有困难学生的辅导

和学有余力学生的指导。

六年级的小妮同学每周最

爱与同学们观看各科优秀作业

展览，而她的数学和英语作业，

几乎每周都有机会“上榜”，这

让小妮感到特别的自豪。

设在课室走廊的作业展示

栏展示学生的语数英作业，给

学生提供观摩、鉴赏及学习他人

优秀作业的机会，营造同伴间相

互学习、共同提高的良好氛围，

小妮同学还对每个学期末举办

“晒作业，展风采”的班级作业展

览评价活动特别期待。

“双减”是否有效果，一个重

要参考是学生能不能睡饱。

从2021年秋季学期开始，

松岗中心小学就结合“双减”背景

和五项管理相关要求，调整优化

学校作息安排，除了保障上午上

课时间不早于8:20外，一个关

键的举措是午休时间调整为从

13:00~14:10，教师不得利用午

休时间讲课、测验或批评教育违

纪学生，确保全体学生每天在校

有足足70分钟的午睡时间。

聚焦校内课后服务，松岗中

心小学积极开放特色兴趣社团，

为学生打造开放多元的“乐雅课

程”。自今年10月起，该校把班

级托管服务的时间分为学生作

业时间与特色兴趣社团时间，升

级托管服务质量。在学期初便

对特色兴趣社团进行了有针对

性的、具有学科年级特色、符合

教师专业特点的内容申报汇总。

近期，松岗中心小学综合学

科还开展了本学年第一期“双减”

背景下的第二课堂变革，全体综

合科组教师解读了“双减”的背景

意义以及第二课堂的内涵。

丰富多元的社团课程是松

岗中心小学一张闪亮的名片，舞

狮、人工智能、3D打印、书法、电

脑美术社团、漫画社团、童心版

画等20多项社团课程不仅充实

了学生的第二课堂时间，更为每

个乐雅学子们开拓了展示自我

的平台及成长的更多可能性。

校长刘大治表示，该校借助

“5+2”托管服务时间，由各社团

负责人选拔适合本社团学习的

学生，安排学生利用晚托时间到

综合场室进行社团教学。各位

社团负责人表示，在“双减”背景

下，学生参加社团的积极性更高

了，社团时间更充足，更有利于

课程质量的提高。

“对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双

减’减的是学生过重的课业负

担；不能减的是学生自主学习的

兴趣、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小塘中心小学校长朱燕敏说。

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

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该校

建立以科组长为引领的监督小

组，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

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

作业。

为了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学

校以备课组为单位，每周进行备

课组内关于作业布置的学研会，

根据本周学生学情和教材的前

后联系系统设计符合年龄特点

和学习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

的基础性作业。

六年级学生小铭同学说，现

在语数英书面作业在校内基本

完成了，回到家里，最喜欢与家

人一起看书。家长梁先生则表

示，小铭现在对家务劳动表现特

别积极，洗碗、拖地、晾衣服等力

所能及的家务，他都抢着做，书

面作业减少了，孩子现在的作息

时间很有规律，睡眠时间得到了

保证。

如何进一步提升学校课后

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

求？校长朱燕敏表示，首先是充

分利用资源优势，有效实施各种

课后育人活动，在校内满足学生

多样化学习需求，引导学生自愿

参加课后服务。其次是制定课

后服务实施方案，增强课后服务

的吸引力。充分用好课后服务

时间，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

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

辅导与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

拓展学习空间，开展丰富多彩的

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

趣小组及社团活动。

为了拓展课后服务渠道，该

校计划引入篮球俱乐部、科技无人

机、小小主持人、舞蹈、3D打印、咏

春拳、跆拳道、乒乓球、足球等素养

特长课，由第三方机构执行。

发挥兴趣和特长
孩子课余生活变丰富

从“阅读”到“悦读”以书香浸润学子心田

罗村中心小学

官窑中心小学

把关作业总量 定期让学生“晒作业”

松岗中心小学

延长午睡时间 让学生每天能够睡饱

小塘中心小学

分层布置作业 提升作业完成质量

■学生观察无土

栽培作物。

■女子篮球社团活动。

■课外小实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