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拟出让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工业大道以北、万洋二期西侧地段（地块编号：YDCR44060500602343）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公告如下：

一、拟出让地块基本情况：

二、拟出让地块开发建设要求：

用地申请单位应为佛山市南海区的增资扩产企业；本宗地拟引入电梯、自动扶梯及升降机制造

产业项目，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之日起五年内，在本宗地上投入的资产总额不少于76000万元，其

中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少于31000万元；自2024年1月1日起五年内累计税收总额不少于28500
万元；自2024年1月1日起5个自然年内，相比2020年在狮山镇的年纳税额，至少其中一个完整自

然年增加的纳税额不低于50万元/亩×本宗地实际出让面积；上述纳税额仅包含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中产生的增值税（不含增值税免抵调税额）和企业所得税，不包含房地产销售产生的税费，需提供具有

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和税务部门开具的纳税证明作为考核依据；本宗地在签订出

让合同之日起十年内，不得转让，不得分割登记、分拆销售。

三、本宗地的公告期自2022年1月15日至2022年2月14日止（30日）。
四、若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提出申请的，必须在本公告期结束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签订用地意向书。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符合上述要求的，均可申请使用本地块。如有意

向，请于2022年2月14日前以书面形式将用地申请送至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地址：广东省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北28号，联系电话：0757-86369379）。
附件：1.用地红线图；2.位置示意图；3.规划条件（详见中国土地市场网，或南海政务门户网站：

http://www.nanhai.gov.cn/fsnh/wzjyh/szrzyjnhfj/tzgg/）。

地块编号

YDCR44060
500602343

土地位置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工业大道
以北、万洋二期西侧地段

面积
（m2）

63351.70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2，
且≤3.5

建筑密度

≥35%，
且≤60%

出让年限
（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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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明确提出，全力稳定

工业经济增长，鼓励企业增产增

效，支持企业用工稳岗。加快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构建佛山“益

晒你”企业服务体系，大力拓展企

业发展空间，全力支持企业做强做

优做大，深化开展“暖企”行动。

源田床具机械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泓业说，《举措》中详细

提到了“益晒你”的具体做法，

可以看出佛山政府在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上下的决心，让企业感

觉到在佛山发展是明智的选择。

何俊文所在的企业属于劳动

密集型企业，他表示，在《举措》中，

无论是增产增效还是用工稳岗方

面的支持，对企业来说都是“及时

雨”，同时也能进一步降低企业成

本，提高企业发展效益。“往年我们

企业也会有相应的措施鼓励员工

返岗，所以我们企业的员工返工率

都达到了90%以上。”何俊文说，

今年有政府的政策叠加，相信员工

也会积极返岗，甚至会带来新员

工，为企业增产增效助力。

“2021年我们实现了业绩

翻倍增长，今年预计增长超过

50%。当前，土地是公司发展

面临的比较迫切的问题。”邓飞

舟说，希望政府在用地出让时能

给科技型企业、上市后备企业、

轻资产企业更多的支持。

佛山市洋通智能家具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许琨表示，希望政策

能够早点传递到社区、园区，让企

业享受到政策红利，同时加强“两

化”转型的宣传力度和广度，让更

多企业知道转型带来的红利。

《佛山市促进2022年经济一季度开好局为全年稳中求进夯实基础的
若干举措》在南海企业界引起积极反响

收到“大礼包”南企信心足
“企业在佛山发展是明智的选择”“佛山充满了向上的力量”“关怀和鼓励让企业发展更加有信心”“益晒

你，能够帮助企业排忧解难”……

近日，佛山市委、市政府出台《佛山市促进2022年经济一季度开好局为全年稳中求进夯实基础的若干举

措》（以下简称《举措》），通过八大方面的27条举措，进一步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争取做到任务早落实、政

策早到位、成效早显现，确保今年经济一季度开好局起好步，为全年稳中求进夯实基础。《举措》在南海社会和

企业界引起强烈反响，他们为服务举措点赞的同时，还透露了哪些期待？提出了哪些建议？一起来听听。

《举措》提出，用足用好科

技惠企政策，深入实施科技攻

关“揭榜挂帅”机制，力争全年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净增 800
家、总数达7900家，支持大中

型企业建设技术创新中心和企

业重点实验室，支持有条件的

科技型企业建设研发机构。

对此，香港科技大学(佛
山)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运营经

理梁婷婷认为，要重点关注科

创平台、大型科技型企业的科研

动向和创新成果，利用政府资源

帮助其开展市场开发、上下游产

业链对接、成果转化，激发企业

开展科技创新的活力。

梁婷婷建议，缩短各类科

技项目、财政补贴的审批流程

以及资金拨付周期。例如针对

佛山市科技创新团队的扶持，

让企业能尽快获得资金支持。

此外，还可以通过政府部门或

行业协会等定期组织同一细分

技术领域或上下游企业、科研

平台，开展技术成果对接交流

活动，搭建交流平台，促进企业

间的资源共享和交流合作。

佛山市艾乐博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农百乐在走访

调研过程中，了解到许多中小制

造企业存在创新能力不足、同业

同质化竞争激烈、数字化转型需

求强烈等问题，他希望科技惠企

措施能更多向中小企业倾斜，多

关注本土科创型企业和人才的

需求，积极搭建产研供需对接平

台，引才留才，让人才、企业和产

业有机地统筹在一起。

《举措》的出台对企业加大

数字化转型和科研工作投入有

一定推动作用。周东透露，未

来，柯内特将依托数字大厦，聚

合和导入科研院所、大厂资源、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等资源，建立

基于业务场景的解决方案合作，

通过建立联合实验室和专业领

域大数据创新中心的模式，构建

产学研研发基地。深耕生态环

境数字化服务20载，柯内特将

利用在环境生态领域多年的业

务和数据沉淀，打造出一个无论

在深度还是广度都具有一定竞

争优势的南海生态环境大数据

产业创新研发中心。

“佛山之所以成为企业家

的乐园，跟政府对经济和企业

的重视有很大关系，这次政府

出台的27条举措，比如鼓励企

业增资扩产等，给了企业很大

的发展信心。”佛山慧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邓飞舟表

示，最关注《举措》中提到的大

力拓展企业发展空间、全力支

持企业做强做大等内容。

“前几天刚刚收到佛山市

委市政府的新年贺卡，现在又

收到了‘政策大礼包’，我感到

非常温暖，也看到了市委市政

府对民营企业的关怀和鼓励。”

广东新怡内衣集团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总裁何俊文说。

“收到市委书记和市长寄来

的贺卡，满满的感动！”广东柯内

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朱

斌说，营商环境的打造，不仅是

有各种扶持政策，更是用心来传

递出城市温度，让幸福者更加幸

福，让奋斗者继续奋斗。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季度

是企业一整年战略发展和落地

的关键节点。”柯内特市场营销

中心总经理周东表示，同比去

年，2022年佛山送给企业27
个“大礼包”，对公司一季度发展

战略的整体落地提供了很好的

支撑和帮助。

喜提27项“大礼包”
冲刺一季度“开门红”

构建“益晒你”服务体系
企业盼望解决用工用地问题

科技惠企措施
企业最关注人才与创新

■慧谷科技工厂。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春妹

李年智）“这些发展成就凝结着

广大企业家和全体企业员工的

心血和汗水，彰显了不同凡响的

南商力量，感谢你们为南海经济

社会发展付出的辛勤劳动、作出

的突出贡献！”1月14日，《南海

区致广大企业家和企业员工朋

友们的一封信》通过网络传送到

南海企业家的手上，不少企业家

表示既暖心又倍受鼓舞，将继续

扎根南海再作新贡献。

书信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这封信中，对南海企业在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做出的贡

献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诚挚的感

谢。同时寄语南海企业家，新的

一年，继续扎根南海再作新贡

献，矢志转型再上新台阶，安心

发展再添新动力。

书信虽短，传递的是一份关

切，是政府和企业双向奔赴的信

任。“这封信让我感到暖心和鼓

舞，同时对南海的营商环境充满

信心，更加看好南海未来的发

展。”广东伟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潘伟欣表示，从“暖心

信”能看到政府越来越关心和重

视企业的发展，所以企业的发展

信心也很足，计划在新的一年继

续增资扩产，在新建的三龙湾生

产基地一期封顶的基础上马上

申请二期增容报建，争取年内完

工，明年上半年全面建成数字化

工厂并投产。

佛山市源田床具机械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泓业表示，刚迈进

新的一年，就陆续接收到了佛山

市委书记和市长共同寄来的一

封信，现在又看到南海区委书

记，区长发出的一封信，特别是

信中提到打造“益晒你”企业服

务体系，做好“店小二”，让企业

感到特别暖心，看得出来南海政

府在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上下的

决心，“我感觉在南海发展是最

明智的选择。”

“太暖心了！”佛山慧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邓飞舟激

动地表示，这一封信是南海政府

在给企业家信号，政府会努力创

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家在

南海办企业放心、安心、窝心。

练好内功为南海发展再
作新贡献

“信中平实的话语看得出

我们南海区的领导很实在，不

仅关心民众的生活，也一直在

关注企业的发展。”广东优凯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平表

示，未来将继续坚持研发生产

最好的产品来满足消费者和

市场的需要。据了解，该企业

打造的数字化车间预计七月

份投入使用。

在广东科源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黄天平看来，一封

简单的书信，背后折射的是南

海正在用心营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让他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

是没有错的。“2021年在政府

的鼓励下，我们下定决心加速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黄天平

说，目前企业计划投入不少于

1500万元，推动企业数字化转

型，在未来，企业也将乘着政策

的东风，坚定不移推动数字化

转型，把企业锤炼好，为接下来

国家与电网实现碳中和、碳达峰

做出应有贡献。

“区委区政府的关心让我们

向前的步伐迈得更稳。”广东中

元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伟强表示，作为一家扎根南海发

展43年的科技型企业，在未来

也将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继续

走好“科技兴企”之路，继续练好

内功，为全力建设现代化活力新

南海作贡献。

一封“暖心信”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南海区致广大企业家和企业员工朋友们的一封信》引发企业家热烈反响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彭美慈 文/珠江时报记者彭美慈李春妹李年智图片由企业提供

珠江时报讯（记者/郑慧苗 通

讯员/南宣）团聚南海一日游、新春

嘉年华、派送电子观影券、新春消

费券盲盒……在春节即将到来之

际，为配合疫情防控，南海区锚定

佛山市委“515”战略目标，打造一

流营商环境，打出“暖工、援企、稳

岗”组合拳，用心用情留住员工就

地过年。

新春活动“着数”多
1月13日，南海区委区政府

发布了《致全区企业和广大异地

务工朋友的一封信》，并给大家

准备好了“暖春大礼包”，推出

了“新春嘉年华”活动，为市民

营造在南海过大年的浓厚节日

氛围。

其中，文体旅创商服务全

覆盖的“新春嘉年华”活动，包

括云上花市、新春嘉年华、消费

券盲盒、云上年夜宴、新春奇妙

游、潮玩街区人气点赞等内容，

让市民感受南海不一样的春

节，进一步释放南海春节期间

假日经济。

针对企业和异地务工人员

春节前后最关心的返岗稳岗、入

职就业等问题，南海推出了一系

列南海区春节前后援企稳岗专

项行动工作措施，在佛山市委、

市政府推出五大礼包、六大政策

的基础上，推出“暖春大礼包”，

包括“留你有奖励”“消费有红

包”“春节有慰问”“返城有补贴”

“培训有课程”“招工有信息”“行

政服务不打烊”等，超30项福利

和服务项目，吸引更多异地务工

人员留在本地。

推出多项暖心举措
南海各部门结合自身工作实

际，为市民送出加码惊喜。如南

海总工会正组织开展的“百万工

友聚南海·共享盆菜过大年”活

动，初步计划为留在南海过年的

异地务工人员职工代表，春节期

间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快递小

哥、医护工作者、公安干警、保安

员，以及市政、供电、燃气、供水、

污水处理、公交等行业的一线职

工免费送出10000份盆菜。

下一步，南海总工会将发动

各镇街总工会、各基层工会、各

级商会、各企业及其他社会力量

广泛参与到“百万工友聚南海·

共享盆菜过大年”活动中来，继

续向留南海留企业过年的工友

赠送盆菜，让广大在南海务工的

劳动者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南海团区委与佛山建行联

合开展第二期“青春情暖·团聚

南海”一元租金住春节团聚房活

动，扩增房源数量，优化配套服

务，面向留在南海过年的环卫工

人、快递小哥等一线外来务工群

体，以及大城工匠、星级志愿者

等家庭，以1元租金的形式，为他

们提供1个月的春节团聚房，解

决新市民春节期间与家人团聚

的住房问题。

为进一步加强对异地务工

人员及“两新”领域青年的人文

关怀，团区委还将开展南海共青

团 2022年“青春情暖 援企稳

岗”新春关爱专项行动，包括“幸

福南海一日游”、发放青春礼包、

返乡暖冬行动、回南暖春行动等

多项暖心举措，让新市民在南海

过上一个年味不缺、温情不减的

春节。

接下来，南海区委、区政府

还将组织各类暖心活动，让留在

南海过年的异地务工人员开心

过大年。

南海推出“暖春大礼
包”“新春嘉年华”活动

用心用情留住
员工就地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