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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举目张，制度先行。强而有
力的统筹组织，是落实方案政策的
关键。根据《方案》，金湾区将成立
由区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分管
工业发展的区领导担任副组长，各
镇及区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担任成员的区低效工业用地整治
提升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谋划和协
调配合后续具体工作的实施开展。

根据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成
员将由金湾区区科技工业信息化
局、金湾自然资源分局、高栏自然
资源分局、各镇有关人员组成，形
成多部门协同作战的“合力”，解构
任务明晰各自分工职责范围。当
遇到面积较大、问题复杂、协调范
围广的重点低效工业用地，区领导
将统筹挂点，参与协调整治提升工
作。

然而，低效工业土地涉及的相
关主体多、历史遗留问题多，完成
整改离不开法律法规以及行政制
度的支撑。为此，金湾区积极完善
工业厂房市场化价格评估机制，严
控“工改居”“工改商”，切断工业用
地转为其他用途以谋取超额溢价
的路径，从政策上降低市场化收储
收购价格过高的风险。

同时，在用地“混合利用”、连
片改造开发、提高容积率、允许厂
房分割销售、收储收购低效用地等
方面，金湾区将组织专业力量持续
强化法制审查、做好审计服务，保
障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值得一提的是，金湾区计划用
三年的时间，完成低效工业土地的
整改工作，并为此制定了清晰的

“时间表”——今年，金湾区将完成
全区低效工业用地标图建库，并建
立动态入库退库机制，全面启动低
效工业用地整治提升工作，全年盘
活低效工业用地 3000 亩以上。
2023年、2024年，全区将分别盘活
低效工业用地5000亩以上、7000
亩以上。

低效工业用地的整改，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性工程。高效妥当地实现
任务目标，需要分步逐级依次完成。
根据《方案》，金湾区将按照摸底建
库、盘活处置、动态管理三个阶段，将
土地整改任务分步实施、压茬进行。

其中，在摸底建库阶段，金湾区
将重点完成市下发的疑似低效用地
认定工作，并对全区面积20000平
方米以上工业用地进行逐宗摸查，
收集整理土地权属、用地面积、出让
时间、建筑面积、建筑密度、现状企
业经营数据等方面信息，对照开发
利用和经济产出两方面低效标准，
完成现有低效工业用地认定和标图
建库工作。

在盘活处置阶段，金湾区将根据
低效工业用地建库情况，明确各镇分
年度整治提升工作目标；各镇对低效
工业用地逐宗制订工作方案、加快推
进整治提升工作，到2022年底率先
整治一批低效工业用地，并力争到
2024年底整治提升面积达到入库低
效用地总面积的50%以上。

动态管理，是制度长效运行的
保障。为更好地延续《方案》的实施
效果，金湾区将建立一个有进有退、
优胜劣汰的低效工业用地库动态管
理体制，形成全区工业用地出让信
息共享推送机制。低效工业用地库
将实现常态化维护更新，并每季度
在区内公布。退库的申请将由各镇
提出，经区低效工业用地整治提升
工作领导小组认定符合退库条件后
退库。

这意味着，金湾区将对区内工
业用地依据出让时间自动开展认定
入库，并在出让3年后认定是否属于
开发利用低效，出让5年后认定是否
属于经济产出低效。在退库方面，
开发利用低效用地以超过低效标准
的建筑完成验收为退库条件，经济
产出低效以产值税收超过低效标准
为退库条件，有力遏制低效用地问
题再出现、再反复。

稳妥推进低效工业土地整改，
精准施策是个中的关键所在。《方
案》为后续的整改提升工作，给出了
明确的方法引导——下一步，金湾
区各相关部门将通过强化监管、促
进再开发、鼓励扩容提质、协商收回
等方式多措并举，务实推进整治提
升工作。

强化协议监管落实，是约束土
地使用的关键。《方案》指出，对于签
署了投资协议、监管协议的项目，由
项目引进单位严格按照协议落实监
管工作，特别是对于产值（营业收
入）、税收数据逐年核算。对连续两
年未达到协议约定效益标准、且未
完成罚则措施的用地，将纳入低效
用地整治提升范畴。

鼓励权属人自主改造升级，是
优化土地使用的依托。《方案》指出，
对历史上未明确约定效益标准的用
地，由各镇与权属人约定改造升级
措施，并支持权属人投资加建标准
厂房、提高建筑容积率，引进优质产
业项目落户发展。

同时，金湾区鼓励土地持有方
依法合规转让重整，充分发挥低效
工业用地招商载体作用，鼓励通过
土地交易或股权转让等方式，将低
效用地转让给区内优质工业企业或
重点招商项目，积极引导对接产业
招商项目，助力“轻资产型”工业项
目快速落户发展。

针对原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因项
目、资金、预期效益等原因，无法按
原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开发的产业用
地，金湾区将采取协商收回土地使
用权后重新组织招拍挂，并给予原
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合理补偿。此
外，金湾区还将对存在低效用地又
不主动配合整改的用地单位，实施
差异化管理服务。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4月 12
日，横琴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珠海
金航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面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在珠海国际健康港举行。根
据协议，双方将以金湾区为主要载体，在
区内对包括生物医药园区开发建设、创
新项目投资、产业金融服务等领域展开
全面合作。

横琴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
年1月成立，实缴注册资本金40亿元，是
原横琴新区管委会为推进金融创新、深化
对澳合作、以投融资手段加速产业培育、
探索国有资本市场化运营新模式而设立
的国有全资企业。2021年8月，按照市委
市政府工作部署，成为市管企业。

据珠海金航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谢华表示，此次合作是双方贯彻
落实市委市政府“产业第一、项目为王”
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双方合作将充分
发挥“以投促产、产业集聚、配套高效”等
优势，加速扩大金湾生物医药产业的能
级量级，进一步补强产业链，助力金湾区
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横琴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国沛表示，双方将围绕协议，充分发挥
市、区两级国有企业强强联合的优势，打
造珠海“金融+产业”先进示范效果，实
现优势互补、共创双赢。对优质生物医
药及医疗器械项目的快速产业化将起到
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横琴金投携手金航集团
推动开展生物医药领域投资合作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4月 12
日上午7时，居住在金湾区南水镇南场
村的患癌病人陈阿姨，在社工及专业护
士的陪同下，乘私家车出发前往珠海市
中医院进行复诊。在工作人员的协助
下，陈阿姨顺利完成了核酸检测、抽血检
测、打印报告等复诊程序，并在当天下午
顺利回到了家中。

此前，南场村的社工们在走访中发
现，村中独居老人陈阿姨患有恶性肿瘤，
经过3次手术及多次治疗后，因体质虚
弱无法继续接受住院治疗，不得不居家
靠吃药控制病情，并定期返回医院复
诊。然而，这样看似普通的复诊行程，对
陈阿姨而言却并不轻松。

陈阿姨介绍，女儿及女婿每日奔波
打工，无法陪同她前去复诊。往返市区
的行程接近120公里，搭乘公交车来回需
6个小时。每次前往复诊，需要早上6点出
门，很晚才能回到家中。长此以往，虚弱的
身体很难支撑奔波跋涉，因而放弃了根据
医嘱定期复诊，导致病情持续加重。

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后，南场村工作
人员与站点社工经常去看望陈阿姨，与
她建立了深厚的信任。经过长期地沟通

与交流，陈阿姨最终答应重回医院复
诊。其后，社工马上向南场村村委会汇
报，并由瑞众社工机构安排社工开车将陈
阿姨送医，并为她提供了全程陪同的助医
服务。贴心的服务使陈阿姨十分感动。

据社工介绍，陈阿姨文化水平不高，
很难适应信息化就医流程。每次前往医
院都会遭遇不少困难，使每次复诊都变
成了对身体和心理的考验。“如果没有工
作人员的陪同就医，这次复诊又不知道
会拖到何时，自己的身体状况可能会越
来越差。”陈阿姨说道。

值得一提的是，陈阿姨的例子并非
个例。在南水镇，居家养老服务站项目
正不断向着精细化、高效化的方向发
展。其中，此次参与陈阿姨助医行动的
南水镇5村居家养老服务站，由南水镇
政府等部门主办，瑞众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承接运营。

目前，助医服务已覆盖南水镇南场
村、荷包村、高栏村、沙白石村、飞沙村等
5个村，通过掌握长者的健康状况和个
性化需求，以此提供精准的居家养老助
医、助行、助餐等服务，解决村里长者就
医、出行、用餐等实际困难。

远离市区复诊难？助医服务解烦忧
南水镇南场村社工联手助独居老人完成复诊

南场村工
作人员与社工
经常到陈阿姨
家中看望并帮
助她。

本报记者
张 洲 摄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 见习记者金璐
报道：4月13日，在贵州省赤水市参与
帮扶的广东省人民医院珠海医院医生
彭威，在完成了对周边2镇的外出门诊
与查房工作后，回到了他位于赤水市长
沙镇卫生院的办公室内。然而，没有片
刻的休息，他又开始思考明天的计划。

“14日是赶集日，山里来的病人会较往
日多，所以明天要留在这里坐诊。”彭威
说道。

自去年来到金湾区对口帮扶的赤水
市参与基层医疗帮扶以来，彭威在做好
驻点帮扶长沙镇卫生院工作的基础上，
还主动揽起了周边乡镇的部分医疗工
作。如何安排好在各地的工作时间，成
为了他必须思考的问题。通过观察，他
发现每逢乡镇的赶集日，平日住在山上
的村民会来到集市。如果选择此时出
诊，将能帮到更多村民。

为此，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时间
表——以农历日期的尾数计算，尾数为

3、6、9的日子前往官渡镇、1、4、7的日
子留守长沙镇、2、5、8的日子前往长期
镇。由于各乡镇赶集的日子各不相同，
这为他来回各镇出诊创造了条件。“现在
我都自称为‘赶集医生’，哪里有赶集我
就去哪里。”彭威笑着说道。

事实上，自去年8月来到这里，彭威
已工作了将近8个月，超出了原本只有
半年的帮扶期。对于选择留下的原因，
他的回答也格外简单：“推广康复技术、
筹办医疗联盟、制定膳食指南……我在
这里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换个新人
来又要重新适应、磨合，影响这些工作的
进行。”

现在，他开始通过线下手术演示和
线上病例讨论等多种方式，指导当地乡
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进一步地规范外
科诊疗项目，以此把更多前沿的医疗服
务带到赤水市，提高了当地的医疗服务
能力。

虽隔山海，心手相牵。在他看来，随
着广东省医疗资源的持续下沉，金湾区
的医疗帮扶将在赤水市结出硕果。“现
在，我希望在剩下的工作时间里，更多地
完善赤水市东部区域的医疗水平，让乡
镇卫生院能够自力更生。”彭威说道。

“最美金湾人”医护人员代表彭威：

“赶集医生”用心用情帮扶赤水村民

彭威（右
一）在工作现
场。

本报记者
张 洲 摄

产业第一，项目为王。土地，是承接项目的载体，也是产业发展的依托。如何在有限的土地空间内，吸引更多龙头项目，
实现更大产业效益，成为了金湾区向上发展所需面对的一道必答题。

挖掘存量土地潜力，便是金湾区的答案。近日，《金湾区（开发区）低效用地整治提升三年攻坚工作方案》正式发布，成为
金湾区“产业第一”政策矩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低效工业用地的甄别、整治与提升，制定了详细的“路线图”。

根据《方案》，金湾区将低效工业用地划分为“开发利用低效”与“经济产出低效”两大类。其中，“开发利用低效用地”为
自土地出让起3年后，普通行业用地建设容积率低于0.5（石化行业容积率低于0.25）且建筑密度低于30%的工业用地。

“经济产出低效用地”为自土地出让起5年后，年产值强度低于1800元/平方米、且年税收强度低于75元/平方米的工业
用地。部分既属于开发利用低效、又属于经济产出低效的工业用地认定为双低效用地，重点加快整治提升。

根据计划，金湾区将在2022年-2024年3年时间内，完成15000亩低效工业用地整治提升工作，并在全区引导树立
“亩产论英雄”的鲜明导向，严控增量工业用地准入门槛，全面提升工业用地节约集约水平和经济效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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