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方法法论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南海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一个个优质的项目“相约”南海，为南海产业生态注入新动能。这背后，是南海雄师持续以积极奋进姿态推动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涉及多方利益，需要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攻，南海如何攻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一个难关一个难关地破，南海为何总能创

新？记者解码南海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创新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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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桂

城以“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的信念和一往无前的洪荒之力，拉开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大幕。

截至 7 月底，桂城街道已完成夏东鹏鸿

酒店、奕东工业区、夏西水果市场、石   文

海围、平西上良聚贤等村级工业园清拆，

已累计拆除面积约 60 公顷（900 亩），完

成年度计划的 60%。在综合整治方面，街

道已开展消防、环境及安全整治村级工业

园面积约 47.3 公顷（710 亩），已完成年

度计划 71%。

8 月， 桂 城 面 积 最 大 的 连 片 改 造 项

目——平洲工业园改造项目，历经 8 个月

攻坚，圆满完成了涉及 6 个社区 29 个经

济组织的全部集体土地整理方案（草案）

表决工作。

此外，佛山市南海区美智产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和广东南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分别成功竞得平洲工业园工业用地的改造

权，标志着桂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平洲

工业园升级改造再迈上一台阶，这也是南

海区改造权公开交易新模式首宗案例。这

种模式一方面极大地降低政府在托管或整

备土地中涉及征地拆迁补偿的财政资金压

力，为桂城村改的“资金难题”找到了突

破之路；另一方面可以在无明确新型高端

产业引进时，避免大拆除引发土地闲置问

题和村集体租金收益减少，最大程度维护

村集体及村民的利益；同时极大的缩短产

业与用地寻找匹配磨合的时间，实现产业

需求和用地供给的精准有效对接。

自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开展以来，九

江镇围绕“应拆尽拆、应改尽改”的总目标，

结合九江镇的实际情况，坚持“集转国、

集中连片、工改工”为主攻方向，将村级

工业园升级改造作为九江镇“头号工程”，

通过高度整合资源、集中全镇力量、优化

联动机制、灵活运用政策、强化综合整治、

促使流程再造等措施，全力打造一批千亩

级连片现代产业园。

今年，九江镇重点推进临港国际产业

社区、中兴新城 2 个千亩级连片改造项目，

为“产业大招商”提供广阔的土地空间，

同步谋划南海家具智造园超千亩工业园升

级改造。

目前，九江镇已完成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面积共计 318.5 公顷（4777.2 亩），其中：

农用地整治 61.3 公顷（920 亩）、低效建

设用地腾退 6.03 公顷（90.51 亩）、连片

产业用地整备 68.6 公顷（1028.7 亩）、村

级工业园拆除改造 38.9 公顷（584 亩）、

村级工业园综合整治 143.6 公顷（2154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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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 11 月在大沥河西，南海打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第一枪以来，南海雄师在各镇街成为一道气

壮山河的风景，桂城战队、九江战龙、西樵尖兵、丹灶先锋、狮山雄狮、大沥铁军、里水突击队……

以冲天干劲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城市发展腾出新空间，为产业高质量发展释放新动能。他们的

战法还各有特色各出奇招，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中贡献了不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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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改革攻坚关键在干部队伍，根本靠

实干。南海坚持把一线现场作为培养党员干

部的“练兵场”，着力点燃干部干事激情、

发掘创新思维，攻克一道道难关。这也是南

海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效显著的关键因素。

为推进相关工作，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

线，与村社工作人员并肩作战，各镇街各类

战队铁军纷纷成立。在推动工作中，南海充

分发挥“三级党建网格”作用，发挥各级党

组织统筹协调力量，以统一步调、统一共识，

确保党委决策贯彻落实、措施到位见效。同

时，实施一线领岗定责，围绕中心工作梳理

筛选扛旗夺标项目，鼓励党员干部主动揭榜

挂帅、认领任务。

南海区成立“镇（街）工作组+村（社区）

干部 + 集体经济组织班子成员”包干组临

时党支部 84 个，制定任务清单、划分责任

片区，统筹力量开展攻坚战歼灭战。其中，

大沥镇党委组建19个临时党支部，推动“支

部建在项目上、党旗插在阵地上、党员冲在

最前线”，用10天时间啃下 13.3 公顷（200

亩）硬骨头、一举完成延续 3 年多的河西沿

江片区整治任务，为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打响头炮。

为提升队伍的战斗力，南海着力激活

各级领头雁，充分发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指挥部的牵头抓总作用，推动各镇街各部

门一把手亲自动员部署，亲自破解难题，

亲自督查落实；激活镇街，充分发挥镇街

的主力作用，以奔跑姿态攻坚克难，以沸

腾状态担当实干；激活年轻生力军，选派

一批后备干部、年轻干部到一线接受锻炼，

对有突出、实际、重大贡献的干部大胆提

拔使用。

党建铸魂
鼓励党员干部主动揭榜挂帅A

坚持把一线现场作为培养党员干部的“练兵场”，着力点

燃干部干事激情、发掘创新思维。

计划于今年开业的桂城爱车小镇项目是

南海典型的土地碎片化利用样本，这里土地

权属和功能极其复杂：既有国有土地和村集

体土地的混合，又有邻近的 4 个村集体土地

之间的土地混合；还有商住和工业功能的混

合，而且各种地块零碎交错。通过一系列的

股权整合和土地腾挪，不同权属、不同用途、

不同位置的碎地打包连片开发，实现全国首

创的“国有+集体、住宅+产业、出让+出租”

混合开发模式。

2 月下旬，桂城通过“住改工”“商改

工”腾出的土地上，接连落户了 3 家企业总

部；位于九江的临港国际产业社区 15.3 公顷

（229 亩）连片旧厂房启动拆除，将腾挪整

理出 13.3 多公顷（200 多亩）连片的优质产

业用地；大沥镇泌冲、沥北等 5 个社区 100

公顷（1500 亩）破旧的厂房正式拆除，累计

拆除整理村级工业园220公顷（3300亩）……

南海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核心，就是以

全域规划、全域统筹、全要素整治，做好农

用地提升、建设用地整理、生态保护修复“三

类地”文章。而土地腾挪，就是其中的实施

利器，而背后的逻辑则是平衡村民短期固有

利益与城市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

8月18日，南海在原有“地券”基础上，

创新推出“房券”“绿券”举措，探索构

建跨政界的利益平衡机制，提高各方参与

改造和腾退的积极性，加快土地异地归并

腾挪。

“三券”中，地券主要用于拆旧复垦，

通过建立周转“指标池”，简化表决流程，

争取增减挂钩审批权下放，探索指标分离管

理，明确复垦指标交易流程，解决用地空间

腾挪问题；房券则在产业用地转型升级和退

出过程中，补充实物补偿形式，保障农村集

体土地所有权人可持续收益。绿券则是“生

态券”的进阶版，主要平衡城市发展与生态

保护问题，鼓励边角地整治，实行用地指标

奖励，提升城市生态品质；对主动垦造水田、

恢复耕地等给予一定奖励。

政策同步 
创新政策激发改造动力B

在原有“地券”基础上，创新推出“房券”“绿券”举措，探

索构建跨政界的利益平衡机制，提高各方参与改造和腾退的积极

性，加快土地异地归并腾挪。

要实现既定目标，决策层的决心和

勇气是前提。为确保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达到预期目标，南海区主要领导多次发

出动员令，并深入攻坚一线，督导相关

工作推进，势必做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2021 年 11 月 23 日，南海区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攻坚誓师大会召开，吹响了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号角，七镇街主官现场

誓师立下“军令状”：坚决完成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任务。

2022 年 1 月 25 日，南海区成立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指挥部，组建“2168”

工作架构，由区委书记和区长 2 位党政主

要领导担任总指挥，设立 1 支执法总队、

6 个办公室内设工作组、8 个由区人大政

协分管领导任组长的挂钩工作组，形成全

区工作合力。

2022 年 3 月 11 日，南海区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攻坚现场会举行，这也是南海

区自获得广东省唯一以县域为实施单元的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省级试点后，对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工作的再动员和再部署。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推动南海

乃至佛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是

必须要打、必须取胜的一场硬仗。”

会上，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的话掷地

有声。他表示，南海将以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的锐气，持续用力、久久为

功的韧劲，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

断取得新胜利。

南海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指挥部联合执法总队长王勇多

次带队深入村（居）一线开展执法活动。

他表示，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一场

没有退路的攻坚战，南海雄师要坚定不移

贯彻执行省委、市委、区委的决策，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对“两违”行为“零容忍”，

重拳打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攻坚一线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C

主要领导多次发出动员令，并深入攻坚一线，督导相

关工作推进。

一场气势如虹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攻坚战，将通过大整治、大集聚、大腾挪，

把南海区散落而无序土地重新“融化”成

片，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

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全新空间格

局。而作为制造业强区的南海，在围绕“两

高四新”产业资源配置中让土地高效流向

制造业，则是关键所在。

为此，南海树立制造业优先的规划导

向：明确要站在城市发展战略高度，像保

护耕地一样保护工业用地，确保工业用地

只增不减；同时，划定不少于 190 平方

公里的工业用地红线，立足长远保障产业

空间。“要算好产业账，把建设用地整理

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工改工’‘集转国’

和连片改造，着力打造一批千亩万亩产业

集聚区，为工业连片发展提供足够空间。”

在今年 2 月 8 日举行的全面深化改革加快

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

会议上，顾耀辉强调。

腾出来的土地，要播什么样的种子？

“要坚持把有限新增建设用地用在刀刃

上，优先保障重大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项目落地。”南海同样给出了明

晰的答案。

大手笔的工业用地供应，换来的是源

源不断的项目落地。其中，超 10 亿重大

产业项目 9 个，投资总额 230 亿元。国

电投、鸿浩光电半导体等一批重大项目抢

滩进驻，仝小林院士工作站、雒建斌院士

工作站等一批院士项目接踵而至，彰显的

是市场对南海坚守实业决心的强烈认同。

华数机器人项目、依托钟南山院士团队科

研平台打造的大健康产业暨防疫科技园项

目、深国际现代智慧物流产业基地、徐工

集团、海天大健康产业项目等重大项目落

地，带动固投 85 亿元以上，预计投产后

实现年税收将超过 9 亿元。

拆建并行 
优质土地引来好项目D

通过大整治、大集聚、大腾挪，把散落而无序土地重

新“融化”成片，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

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全新空间格局。

雄师出击 为高质量发展腾出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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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改造权
公开交易新模式

重点推进
千亩连片改造项目  

2022 年以来，西樵镇围绕“空间再造 产

业重塑”的工作主线，以“南海雄师，西樵尖

兵”的奋斗姿态，充分调动一切可调动的资源，

以空间再造释放土地空间新潜力。

今年上半年，西樵尖兵全力推进村级工

业园改造提升工作，全面加快华南预制菜产业

园项目、山南产业社区项目、联创智慧产业园

项目等三大千亩片区“工改工”项目的拆除整

理进度。同时，一批村改项目施工建设取得较

大进展，村改项目遍地开花。腾龙湾区数据中

心、五八科创园、伟安科创园、中南高科·创

科谷等优质载体平台，重点引入大健康食品、

机械装备、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为契机，培育壮大“两高四新”

现代化产业集群。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西樵镇

共招引千万项目共 20 个，超亿元项目 5 个，

超 10 亿元 1 个，超 50 亿元 1 个，计划总投资

额约 64.8 亿元，同比增长约 38%。其中，“两

高四新”项目投资额 58.65 亿元，占比 90%。

接下来，西樵将举全镇之力，全力推进

听音湖拓展区、河岗纺织产业转型示范区

两大产业转型引领项目，山南、新田、联

新三大千亩连片“工改工”项目，以及太

平、大岸、儒溪、西岸四大示范村居项目，

实现全域土地大整治、大腾挪。

西
樵

以全域土整
培育壮大高新产业集群

8 月 14 日，狮山镇博爱西湖项目

土地征收表决会在狮南村大岗社举行，

在前期雄狮攻坚克难的基础上，现场

一小时内 100% 全票通过表决，为佛

北城市中心建设再拓约 61.3 万平方米

建设空间，成为狮山推动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的生动缩影。

全域土整，雄狮出击。作为广东

第一大镇，狮山以“争第一”的信念，

迅速组建以镇委书记为总指挥、镇长

为常务副总指挥，联合执法攻坚队与

办公室及 9 个工作组协同作战的工作

架构，在全域土整的战场上集结雄狮

力量，挂图作战，统筹农用地整理、

建设用地整理和生态保护修复三大任

务，屡获满分战果。

2022 年上半年，狮山以更高效率、

更高质量统筹推进连片产业用地大整备、

大招商，在重点产业片区累计新征地超

266.7 万平方米，规划 24 个千亩主题产

业园，大健康产业暨防疫科技园、信扬科

技等一个个项目先后落户或建设提速，

并同步推进村级工业园改造项目 83 个，

其中，重点推进村改项目10 个，累计已拆

除约70.8万平方米；同时，狮山规划打造“环

狮山都市观光农业生态圈”，全面启动农

用地集约工作，已完成农用地集约 243.3

万平方米。

狮
山

统筹推进连片产业用地
大整备、大招商

大沥，一片因全域土整而激情燃

烧的热土。

2021 年以来，大沥推行“支部建

在项目上、党旗插在阵地上、党员冲在

最前线”的工作方法，摸索出一条以党

建凝聚攻坚力量的破题思路，完成了

河西、沥北、雅瑶、太平、谢边等社区

的攻坚战。在此过程中，大沥铁军始终

手握“三大法宝”：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走好群众路线、广泛动员各方参

与，用一往无前的精气神和势如破竹

的速度，在南海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中，

写下了最为浓重最为坚实的一笔。

2022 年上半年，大沥镇持续吹响

全域土整“冲锋号”。坚持“工改工”“集

转国”和连片改造，拆除整理土地超

366.7 公 顷（5500 亩）、 整 备 连 片 工

业 用 地 80 公 顷（1200 亩）、 拆 旧 复

垦 48.7 公顷（730 亩），稳居全区前列。

大沥镇灵活运用“毛地入市”“混

合开发”政策，稳步推进沥北湖马、太

平工业区、谢边西滘等 8 个工改工项目，

医用敷料生产总部基地、安全产业总部

基地等项目动工建设。对入市的土地

面积超 3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超 2000

平方米或者租期超过 5 年的 505 宗农村

集体资产项目实施前置审核，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

同时，还加快推动大沥中轴片 30

个城乡融合发展示范片区项目实施；

高村、江夏、雅瑶等 12 个旧村加速改

造；向社会推介 36 个城市更新项目，

释放约 866.7 公顷（1.3 万亩）产城融

合新空间。

大
沥

灵活运用“毛地入市”
“混合开发”等政策

里水自去年年底打出先规划、后

拆除、再提升的组合拳后，结合广佛

青创城建设，建立“135”工作机制，

有序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逐步释

放产业和城市发展新空间。

“1”是指一个核心，即以广佛青

创城带动全镇空间大腾挪、大优化；“3”

是指三个配套措施，包括创建一套利

益平衡机制、建立一个基金池，以及

成立一系列国有公司，反哺农用地的

机制，探索奖励办法，通过多种补偿

模式提高村民和村集体积极性；“5”

是指土地整治 + 产业转型升级、土地

整治 + 城乡融合、土地整治 + 美丽乡

村建设、土地整治 + 农用地整治 + 高

效现代农业、土地整治 + 生态空间修

复五种不同的整治模式。

目前里水已完成村级工业园综合

整治约 278 公顷，完成率 83.36%，其

中拆除面积约 97 公顷。完成违法建设

治理 101 万平方米，拆除 98 万平方米。

提前七个月超额完成农用地集约利用，

完成率 152%，全区排名第一。

位于广佛青创城的东部工业园已

完成改造面积约 49.5 公顷，拆除建筑

面积 21 万平方米。该项目计划投资近

20 亿元，用于优化配套功能、提升环

境品质，打造成滨水生态和优质配套

的经济新高地、广佛绿地生活谷、高

质量融合发展示范区。

里
水

建立“135”机制
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作为全区战新产业发展前沿阵地和土

地综合整治主战场之一，丹灶率先发出了

南海首批“地券、房券、绿券”确认书，

聚焦打造万亩工业、万亩农业、万亩生态

三大连片空间，以强执法为保障，通过“连

片征收、连片统租、连片改造、连片腾退、

连片建设、连片招商”六大举措，高质量

推动全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2022 年上半年丹灶镇勇当南海先锋抢

抓新机遇，在全域土整上取得多个突破，

其中连片征收、连片建设工作已提前超额

完成全年目标。数据显示，丹灶镇近五年

累计连片征收产业用地 387.9 公顷，连片建

成及在建的产业保障房总面积超 170 万平

方米。而在连片改造板块，丹灶加速推进

村级工业园连片改造，全镇累计改造面积

345 公顷；在连片腾退方面，截至目前已连

片腾退 120.5 公顷；在连片统租上，已通过

政府统租工业、农业及生态用地超 566.7 公

顷；在连片招商板块，今年累计签约、落

地项目超 50 个，计划总投资额超 180 亿元。

未来丹灶将集中力量推进全域土整重点

项目，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完善总结一套成

熟、行之有效、可“复制”的“丹灶模式”。

丹
灶

率先发出首批
“三券”确认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