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已租用公有资产的土地
转为协议出让扶持企业增资扩产
的方式，是南海区实施“十百千”
工业企业培育计划后发布的十条
高含金量政策之一。

规范土地整理 
提高审批效率A

土地是万业之源。企业如果连一块自

己的土地都没有，则容易动摇实业初心，

更谈不上做大做强、转型升级。南海集体

建设用地占现状建设用地达 54%，大量

的优质企业无法取得国有用地使用权，只

能通过租用村集体土地的方式建厂房。7

月 26 日，广东耀东华装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耀东华”）取得里水镇

沙步工业区地段 2.526 万平方米国有工业

用地使用权。该项目是南海区首个利用已

租用的镇属公有资产工业用地转为协议出

让的‘十百千’工业培育企业增资扩产项

目。

2021 年， 耀 东 华 被 认 定 为 南 海 区

“十百千”工业企业培育计划培育企业，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十百千”工业企业

培育计划“放宽协议出让”的实施细则》

的文件精神，优先扶持本土优质企业增资

扩产，耀东华可利用已租用的里水镇公有

资产工业用地用于增资扩产，里水镇将

上述租用的公有资产土地带未拆除的建筑

物协议出让给耀东华，由耀东华在约定期

限内完成地上建筑物的拆除及重新开发建

设。

“利用已租用公有资产的土地转为

协议出让扶持企业增资扩产的方式，是南

海区实施‘十百千’工业企业培育计划

后发布的十条高含金量政策之一。”佛

山市自然资源局有关负责人谈到，通过对 

“十百千”培育企业原租用的生产经营用

地进行再次规划和利用，解决企业增资扩

产的空间需求，增强企业在里水镇的投资

信心，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现有成熟的储备用地比例偏低，新引

进的产业项目要想落地，大都需要经历征

拆、报批、土地平整等环节，尤其是高压

线迁改，耗时过长。

为了加速产业用地落地，区部门以及

镇街这些部门既在前期使土地达到供应要

求，也使后期企业拿地后即具备用水用电

等进场施工建设条件。

此外，在以镇街为主体推进土地前期

整理的同时，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

还积极提供便利，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

联动，尽可能缩短报批时间。

推动土地连片改造
为优质企业造空间B

南海要腾出土地空间，引进战略性新

兴产业，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这当中的关

键一步。

为了确保产业用地，南海区划定不少

于 190 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红线和 10 个

万亩以上产业用地集聚区，像保护耕地一

样保护工业用地。为保障项目落地，南海

以“指标跟项目走”、各类重点项目优先

为原则分配用地指标，更好地保障产业专

项规划的顺利实施。

南海还加快了村级工业园改造的步伐，

着力推进“工改工”，以土地利用效率的

提升带动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近日，南海还印发《“工改工”类“三

旧”改造项目全流程管理优化方案》，进

一步简政放权，放手让基层实施快速审批

及制度创新，尤其是工改工审批程序方面，

减少审批环节，加大容缺审批力度，解决

工作协同不足、土地整理时间长等问题，

为“工改工”项目推进提速。

此外，南海还创新在旧厂房改造中引

入改造权公开交易制度，以制度创新为村

级工业园改造提速。
文 / 珠江时报记者 黄婷

南海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工作

加速跑
7 月 18 日，南海区西樵镇海儒工业区 15.7 公顷（235.27 亩）地块成功摘牌，由

海天集团竞得，未来将投资 50 亿元，打造大健康产业科技研发平台及产业基地——

海天 Big H 绿色产业集合带项目。

自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以来，南海成为大湾区投资热土。据了解，7

月 1 日，南海上半年已累计出让工业用地约 178.86 公顷（2683 亩），是

去年同期的 2 倍，创历史新高！

土地资源，是推动城市产业发展的一项基础性要素配置。高

效的工业用地，可以为招商引资或增资扩产项目提供坚实

的空间保障。今年以来，南海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整备了更多的连片土地，为引进优质企业奠

定基础。

上半年累计出让工业用地约178.86公顷，是去年同期的 2 倍

7月 21日，南海区丹灶镇举

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现场推进会

暨“良银心”千亩水田签约启动

仪式。丹灶发出了南海首批“地券、

房券、绿券”确认书。

作为全省唯一以县域为实施

单元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地

区，南海在原有“地券”基础上，

率先探索“房券”“绿券”等创

新举措，进一步推动土地异地归

并腾挪。在“良银心”千亩水田

项目建设规划中，丹灶以良登村

25.3 公顷（380 亩）连片农用地

承包期到期为契机，探索运用“房

券”政策，对于积极参与垦造水

田工作后续划为永久基本农田的

村集体，给予一定面积“房券”

奖励。

“村集体只要拿出一亩农用

地用于垦造水田，政府将给予其

300000元 /公顷（20000元 /亩）

的一次性现金奖励，专款用于乡

村振兴项目建设，同时每亩为其

兑付20平方米产业保障房。”丹

灶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冯世荣表

示，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水田垦

造与“房券”挂钩赋能土地价值，

加速了空间格局重构，还能让村

民享受到真正的政策红利。

此次良登村 25.3 公顷（380

亩）农用地连片流转集约后，丹

灶镇政府将自行统筹使用垦造水

田指标，并主导开展农业招商。

冯世荣透露，丹灶将结合省有关

政策，探索试行“点状供地”，

在上述农用地附近预留约1.33公

顷（20亩）规划建设用地指标，

用于零星分散单独选址的乡村旅

游设施建设，以此吸引农文旅项

目落户，未来既可以打造若干成

规模的鱼稻、虾稻综合种养基地，

并考虑探索氢水农业，也能发展

民宿、餐饮等业态，促进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土地价值将得到提

升。

“如果农户自行种植水稻，

每亩年收入只有 1万元出头，算

上各种成本基本没钱赚，因此大

家种粮积极性都不高。”良登村

党总支部书记罗标英说，通过政

府统筹开发，25.3公顷（380亩）

农用地每年可为有关村集体带来

280多万元的租金收入。

●全域土地整治案例

丹灶发放全区首批
“三券”确认书
助推土地整治再加速

南海还加快村级工业园改造
的步伐，着力推进“工改工”，以
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带动为产业
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工改工”类“三旧”改造项目全流程管理优化方案》五大方面内容

适用范围

容缺审批

简政放权

建立容缺预审机制

主要对象：
改造后规划用途为工业用地（含物流仓储用地）

的拆除重建类“三旧”改造项目。

对于不涉及土地征收的“工改工”项目（涉及集

转国报批的实施方案纳入本次下放范畴），实施

方案由区政府委托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审批。

一、单元计划由区政府直接下放各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审批（需符合以下任一条件）：

二、符合条件的实施方案由区政府委托各镇（街
道）审批。

01 对符合适用“简易流程”的“工改工”项目。

02
属于“一般流程”中项目范围小于 1 公

顷或项目范围内涉及超标“三地”情形

的“工改工”项目。

03
属于“一般流程”中其他情形的“工改工”

项目的单元计划审批。

按审批

流程分类

类 型 一 不 涉 及
超标“三地”的
“工改工”项目；

类型二涉及超
标“三地”的“工
改工”项目。

建立重点“工改工”项目清单，容缺法定控规

审批实施方案、集体（国有）土地完善转用手续。

简化审批

同步报批机制、并联审查机制、简化历史文化

资源要素调查程序、简化工改工项目单元计划、

实施方案调整程序。

同步报批机制

并联审查机制

简化历史文化资源要素调查程序

简化“工改工”项目单元计划、实施
方案调整程序04

03

●属于简易流程中已批控规执行和地块开

发细则执行的“工改工”项目，可申请单元

计划、实施方案一并编制，一并申报，一并

审批。

●“工改工”项目实施方案可与“三旧”改

造用地报批手续一并申报，实施方案与“三旧”

改造用地报批手续按顺序先后批复。

●对于采用同步报批方式申报的多个事项，

可视实际管理需要，简化或相互容缺相关申

报材料；

●对于同一区需开展部门内部会审和部门外

联审的，可采用同步征求方式一次性征询多

个事项的审查意见。 

由于“工改工”项目很少涉及历史文化资源，

因此在历史文化资源要素调查上简化调查

程序。

●条件符合不涉及超标“三地”，且实施方

案审批权限在区政府的“工改工”项目，如

项目范围变动超过原面积 10%（调整后不

小于 1 公顷），且不涉及权利主体改变、改

造模式及改造类型变更、补偿利益分配调整

的，可执行单元计划、实施方案调整审批简

化程序。

●执行调整审批简化程序的，单元计划、实

施方案调整须一并申报。

02

01

01
单元计划批复后，有些“工改工”项目在

实施方案、“三旧”改造用地预审阶段可

同步开展。

02

符合条件的“工改工”项目的供地，可先

将产业准入条件、监管协议草案等材料

提供给区自然资源部门，由区自然资源

部门提前介入，缩短审批时间。

对实施方案、“三旧”改造用地报批、公开出让

业务容缺预审。

2022 年 8 月 5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沈煜  /  美术编辑  彭珍

大家事

新时代南海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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