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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报道：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
不断深入，天津滨海新区良好的投资创业环境优势吸
引了不少京津冀创业企业。目前，滨海新区已创建 20
多家高端创新创业载体平台，加快京津冀联动创新步
伐，实现了多项科技成果转化。

2015 年底，清华启迪在海洋高新区和生态城设立
天津启迪海洋和天津启迪生态城基地，制定项目产业
定位和发展规划，承接北京各类科技人才和创业团队
来新区发展。清华启迪生态城基地采用孵化服务＋创
业培训＋天使投资＋开放平台的四位一体孵化模式。
目前，已有斐天科技、睿家环保、嘉会文化 3 家创新创
业企业成功入驻清华启迪生态城基地。

启迪之星引入京冀资源到生态城，孵化企业已达
53 家，注册资金约 4.4 亿元，其中来自京冀的占比约
55%。目前，新区已建成高端载体平台 20多家。

天津滨海新区加快京津冀联动创新
创建 20 多家创新创业载体

3 月 29 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十
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顺德区产
业发展保护区管理办法》，为产业保护区
建设赋予刚性约束。顺德“坚守产业强
区之路”，率先划定产业发展用地保护区

“红线”，为工业经济等发展留足空间。

划定“18 万亩”工业用地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区邦敏
曾自豪而又不无忧虑地说，顺德近年实施

“开放引领、创新驱动”战略以来，初步构
建起了开放型城市格局，区域价值和城市
价值大幅提升，但也面临着挑战——在

“短平快”利益驱动下，土地供给利用不平
衡、不合理，产业发展空间受到挤压，甚至
动摇顺德产业根基。

为此，顺德提出今年完成总规模不
少于 18 万亩的工业用地保护区划定，以
保障工业用地供给，支持产业有序持续
发展。《顺德区产业发展保护区管理办
法》 提出，除工业用地外的新产业用地
不设定总控制量。比如，现代服务业、
文化创意、科技产业、电子商务、健康
服务、教育医疗、旅游及其他新产业、
新业态等行业同时被列入保护区用地保
障范围⋯⋯不得以任何方式减少产业用
地规模。

顺德区城市更新发展中心主任劳璐
均介绍说，顺德划定“18 万亩”工业用
地，差不多是工业城市的最高标准。

近年来，顺德因产业结构调整，部
分区域出现产业空心化倾向，造成顺德
工业用地改造过程中用于产业升级的比
例过低。

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常务
副局长伍成亮说，目前顺德一些制造业
企业在“三旧”改造过程中将工业用地
申请变成住宅用地，并不断“逼”走其

他工业企业，造成厂房空置后再开发变
更为住宅用地，久而久之会形成城市产
业“空心化”的恶性循环。

记者注意到，《顺德区产业发展保护
区管理办法》 中鼓励“工改工”项目，
加大工业提升改造等鼓励类改造项目的
资金支持力度，并在土地出让收益中，
提留一定比例产业保护区发展专项资
金，支持产业发展。

“产业铸就了顺德辉煌，我们必须牢
牢扭住产业优势、企业优势和环境优
势，旗帜鲜明地全力支持产业发展，严
守保护红线，为产业发展留足空间，做
优做强顺德核心竞争力。”顺德区区长彭
聪恩说。

整合园区释放发展空间

曾经“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村
级工业，为顺德经济社会发展立下了汗
马功劳。然而，这也让顺德在产业转
型、城市升级、环境再造中遇到了巨大
压力。数据显示，顺德 204 个村 （居）
目前在合计 77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星罗
棋布 249 个村级工业园区，占顺德投产
工业区用地面积的 67%，但其经济产值
贡献率仅为 27%，而且存在环境保护、
安全生产等诸多问题。

顺德区副区长陈旋在 《顺德区关
于建设产业发展保护区暨整治提升村
级工业园区的报告》 中指出，环保历
史欠账多，尤其是村级工业园成为环
境污染和安全生产隐患重灾区，亟需
整治提升。

为 配 合 产 业 发 展 保 护 区 规 划 建
设，顺德抓住村级工业园改造提升这

个“牛鼻子”，作为推进产业发展保护
区的重要抓手，同步推进村级工业园
区的改造提升，为产业和城市发展留
足空间。

佛山市顺德区鸿澳电镀五金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天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自 2015 年搬进集中管理、统一治污
的恒鼎工业园后，该企业投入近亿元增
设 12 条自动化生产线，使得企业员工减
少三分之一，产值增加了一半。

刘天翔所说的恒鼎工业园，是顺德
这两年探索村级工业园改造的一个样
本。位于顺德容桂的恒鼎工业园始建于
2000 年，原为一个电镀城，是顺德区经
环保审批的定点电镀加工生产基地之
一。但电镀城污水、废气处理系统难以
满足现代环保要求，影响了周边环境。
为此，2014 年通过对电镀城实行“三
旧”改造，新园区实现废水分类、废气
统一收集处理。经过深度处理的废水可
引回至车间循环使用。一系列先进的防
污治污措施，彻底改变了原厂房陈旧、
产能落后、治污设施不完善的状况。

“改造前厂房年久失修，容积率只有
0.4，还空置了 3 年，改造后容积率达
2.0，建筑面积是原来的 5 倍。”顺德宏
宇勒流工业园负责人麦国强则表示，这
为产业发展释放了许多空间。

根据部署，顺德今年将在 10 个镇街
重 点 改 造 提 升 75 个 村 级 工 业 园 。 到
2019 年，将实现全区 249 个村级工业园
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双达标”，通过 10
年努力，基本完成所有园区改造提升。

可以说，改造后的一批工业园区成
为顺德创新的重要载体，尤其是村级工
业园的涅槃重生，正成为顺德最大的发

展空间。
区邦敏表示，整治是为了让产业和

城市创造更大发展空间、实现“城产人”
融合发展。

集聚制造业配套产业

“我们希望通过先进产业回归顺德的
这个机遇，培育一个微波炉之外的第二
个 单 项 冠 军 ”。 格 兰 仕 集 团 总 裁 梁 昭
贤说。

在顺德成长起来的格兰仕，过去因
发展需要将部分厂区搬迁到周边地区。
今年，梁昭贤明确表态将回归顺德，将
新增投资超过 3.5 亿元。“集团今年将把
技术核心装备留在顺德,并将与国际知名
机器人公司发那科合作共建的研发中心
也放在顺德。”梁昭贤表示，顺德产业保
护的各项政策提振了企业投资信心。

于是乎，划定产业发展保护区，开
展村级工业园改造，顺德确立了实体经
济在顺德的主导地位。

在顺德村级工业园区改造中，顺
德通过提升园区，集聚相关制造业的
配套产业，为区域制造业企业提供了
良好的产业链。恰恰是这些企业产业
链上下游集聚配套吸引了制造业企业
扎根顺德。

“这几年我们在顺德保持了较好的发
展势头，但用地紧张已经成为阻碍我们
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谈及近年来的
发展形势，广东东箭集团董事、国际事
业部总经理陈梓佳信心满满的同时也流
露出一丝顾虑，公司现在用地比较紧
张，希望能在本地再找 40 亩连片土地，
以满足当下产能的燃眉之急。“公司原来
曾考虑在其他地方投资建厂，但考虑到
供应配套性和产品的特性，还是更愿意
留在顺德，未来可能还需要更多空间。”
陈梓佳说。

“顺德今天的辉煌靠的是产业，未来
的顺德更不能丢掉产业。”区邦敏说，顺
德必须坚定走产业强区之路，全力支持
产业发展。

既提升环境又留足产业发展空间——

广东顺德划定产业保护“红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建军

本报讯 记者白海星、通讯员李多庆报道：位于巢
湖之畔的安徽合肥滨湖卓越城项目暨滨湖重点项目日
前正式集中签约开工。滨湖卓越城项目规划面积
11.08 平方公里，此次集中签约、开工的国家广播影视
科技创新实验基地、安徽省创意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合
肥基地等 45 个优质项目，总投资 505.45 亿元，涉及文
化创意、智能制造、广播影视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
域。目前，国家级智能制造产业创新中心合工大智能
研究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三院、环巢湖广播电视
综合实验网、合肥能源研究所等一批优质项目已竞相
落户。

合肥包河区拥有全国唯一的“国家广播影视科技
创新实验基地”和全省唯一的安徽省创意文化产业集
聚发展（合肥）基地。滨湖卓越城突出“科技创新、创意
文化、环湖生态”特色，坚持高品质、低容积率、生态型、
国际化，以及高起点规划、高标准招商、高水平建设，着
力打造环巢湖科创走廊核心区和创新型文化强省建设
的新标杆，建设合肥未来最具魅力的城市新空间。

合肥建设环巢湖科创走廊核心区
一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广东佛山顺德区今年完成总规模不少于18万亩的工业用地

供给，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重点改造提升村级工业园，实现环境保

护和安全生产“双达标”，给产业创造更大发展空间、实现“城产人”

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