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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革者负责
为担当者担当

顺德区纪委监委通过多种形式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
珠江商报讯 记者张泰银 通讯员顺霁轩报
道：连日来，顺德区纪委监委通过多种形式，
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召开当
天，顺德区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在区主会场
集中收听收看了庆祝大会，机关其余同志、各
派驻 （出） 机构人员也分别组织集中收看。会
后，结合正在开展的“学法用法守法学习月”
专题活动，各部门分别开展了学习讨论。
会后，区纪委监委迅速召开专题班子 （扩
大） 会议，由区纪委监委主要领导带读，组织
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各室负责人学习总书记讲
话原文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帮助
大家学深悟透，并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
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充分展现了总书记对人民的情怀，
对广东的厚望，为未来广东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明确了使命。
会议强调，一要深刻领会总书记关于深圳
经济特区创造的伟大奇迹的重要论述，不断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二要深刻领会深圳经济特区积累的
宝贵经验，特别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关
键，持续强化政治监督，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
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三要深刻领会总书记
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学会从大局势着
眼，不断增强斗争精神，勇当新时代“拓荒
牛”。四要深刻领会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正风肃
纪，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加快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为改革者
负责、为担当者担当，持续净化政治生态。

谈心得说体会
党建工作上台阶

顺德区组织“两新”党组织书记专
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
珠江商报讯 记者赵鹏报道：昨日下午，
顺德区委组织部、区委“两新”党工委召开顺
德区“两新”党组织书记专题学习会，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
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美
的、碧桂园、伊之密等 25 家企业代表参与。会
上，各有关“两新”党组织代表谈学习体会，
推动顺德区“两新”党建工作上新台阶。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委“两新”党工委
书记陈伟成指出，与深圳具备相似改革基因的
顺德，正在全面建设新时代广东省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实验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要深
刻认识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重大意
义，切实增强学习宣传贯彻的思想自觉政治自
觉行动自觉。要在学懂弄通做实总书记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上扎扎实实下功夫，乘势而
上、感恩奋进。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曾继华表示，习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深
圳的发展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在于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走群众路线。顺德被
称为“小深圳”，与深圳同样有着‘不安分’
的改革基因。顺德正在全面建设新时代广东省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验区，推动高质量发
展，村级工业园改造将为实验区建设提供优质
的空间和平台。顺德深圳两地应不断强化投
资、高新技术等方面合作，特别是深中通道开
通之后，顺德要主动作为，加强路网对接，助
力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张智
和表示，习总书记讲话中提出与时俱进全面深
化改革，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
计。顺德向来敢为天下先，改革开放以来，众
多顺德企业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才取得了今天的
成就。未来，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顺德企
业都要勇于担当，一如既往练好内功，做市场
的强者。
广东申菱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欧兆
铭认为，习总书记的讲话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
展指明了方向，作为一家顺德企业，要砥砺奋
进，努力续写好春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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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创新
“双轮驱动”
政企联手打出
“组合拳”
顺德工业经济加快复苏，
引领经济增速向好发展

文/珠江商报记者黄澄献
今年前三季度，顺德经
济 增 速 同 比 增 长 3.0% 。 其
中，占比超过 50%的第二产
业增速达到 4.7%，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6.0%，有力地支
撑了顺德经济增速回升。
“ 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
中，最大的亮点是工业经济
复苏加快，引领顺德经济增
速向好发展，展现了顺德经
济发展的强大韧性。”中国
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杨绪
珍表示。
顺德以工业立区，经济
增幅由负转正的背后，是顺
德用好改革“关键一招”和
企业强化科技创新的“双轮
驱动”。以村级工业园改造
为突破口，顺德改革机制、
升级产业、再塑格局，坚定
不移以改革思维突破前进道
路上的一个一个困难和问
题，以改革“关键一招”有
力推动新时代广东省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实验区建设。

顺德用好改革“关键一招”和企业强化科技创新的“双轮驱动”，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力
度，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有力地支撑了顺德经济增速回升。图为库卡机器
人厂房。
/珠江商报记者周焯杰摄

程建设项目代办中心应运而
生，目前 133 个代办事项实
现了对项目建设全覆盖。
养宝生物就是受益者这
一，和他们一样享受到便利
的 ， 目 前 已 有 1297 个 项
目，涉及投资总额超过 900
亿元，帮助企业快速增资扩
产，抢占市场先机。
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副局长海玉宝介绍，顺德还
“关键一招”：
深化改革助企业抢 推出了门口办、指尖办两个
创新举措。其中，门口办和
占先机
银行网点合作，将政务服务
窗口延伸到小区门口、产业
位于大良街道的广东养
园区的门口，政银携手服务
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与中
好企业。目前全区已启用了
国中医科学院共同研发的新
96 个门口办服务网点，而“指
药品进入终试，原有的厂房
尖办事”平台可办事项多达
无法满足公司快速发展带来
500 项。
的产能扩张。以村改契机，
改革开放以来，
顺德这个
养宝生物制药计划把厂房改
不沿海、非特区的县级行政
造为集生产研发一体的现代
区，
“ 敢”字当头，创造了县域
化厂房。
经济的发展奇迹。
站在新时代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的起点，顺德再次承担“改革
工程审批速度之快。项目今
先行者”的角色，针对村改遇
年 5 月份启动，到 8 月 12 日
到的问题，
先行先试创新了35
就拿到规划许可证。政府工
项做法，
对于区级权限不能解
作人员提前介入指导，使得
决的问题，
主动向省申请并获
整个流程衔接顺畅，至少为
11项政策支持，
出台了国土规
企业节省了一个月的时间。
划、搬迁补偿等 73 份配套文
审批效率的提速，得益
件，形成较为完备的政策体
于顺德推行企业投资建设项
系，
有力破解了政策瓶颈等历
目“1121”改革。随着村改
史遗留问题。
纵深推进，工程建设项目推
在近日召开的区委全面
进如火如荼，但企业在报建
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五次
中存在一些困惑，在项目报
会议上，市委副书记、顺德
审时会遇到一些问题，迫切
区委书记郭文海强调，顺德
需要与工程项目审批报建相
过去靠改革走到今天，现在
关的指引辅导服务，顺德工

评论

依然要靠改革走向明天，全区
上下每个系统、每个部门都要
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主
动谋划改革、推动改革，坚定
不移以改革思维突破前进道路
上的一个一个困难和问题，
以改革“关键一招”有力推
动新时代广东省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实验区建设。
宏石激光也已享受到了
改革带来的便利和优质的政
府服务。“我们在北滘建设
总部基地，封顶之后，顺德
区经促部门第一时间介入，
成立一个快速响应小组支持
验收工作，完成产权办理，
支持我们增资扩产。”宏石
激光执行总裁俞宏标表示，
整 个 项 目 建 设 提 速 2-3 个
月，目前公司的发展主要还
是受限于产能，总部基地建
成后，宏石激光在顺德的销
售额将超过 15 亿元，将为顺
德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实际上，为了解决企业
落地后的后顾之忧，顺德区
经促局今年 7 月还专门设立
了国际化、专业化招商落地
及本地制造业升级服务机构
——顺德区先进装备业在地
化服务中心。
这一系列举措，为稳投
资、促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是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科技创新：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和盈利能力

顺德坚持把千辛万苦腾
出的宝贵空间用于发展先进
制造业、重塑产业格局。其
中，对原有八大支柱产业进
行梳理，按照“主导产业+
新兴产业+特色产业”3 个类
别和“2+4+4”产业布局进
行重新划分和定位，聚力创
新、换挡提速、持续增强实
体经济发展后劲。
“宏石激光合同签订销售
额屡创新高，今年 1-9 月，
同比增长接近 30%。
”俞宏标
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宏石激光在资金、管理、供
应商资源、销售布局、网点
布局等方面都体现出了优
势，极大增强了客户的信心。
实 际 上 ， 早 在 2017 年
开始，宏石激光便投入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突破装备
产业的核心零部件、切管设
备等拳头产品运用自主控制
系统，打破国外的垄断。今
年，宏石激光在研发上的投
入 将 接 近 6000 万 元 ， 积 极
布局激光装备行业的前沿技
术。“关键技术的突破不仅
提升了行业的竞争力，也提
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俞
宏标。
机械设备是工业生产的
母机，直接受下游行业景气
和资本开支计划的影响，可
以说是经济活动的晴雨表。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
顺 德 机 械 装 备 业 增 长 5% ，
产 值 达 到 1752 亿 元 ， 而 机
器人产值同比增长达 285%。

广东精工智能系统有限
公司致力于帮助中小企业数
字化升级，共有智能工厂规
划、工业互联网 （小家电行
业） 和数字化工厂 （电子行
业） 三个板块的业务。
疫情加速了数字化转型
的进程，精工智能牢牢把握
机遇，迎来了爆发式的增
长。精工智能副董事长、首
席专家宋军华说，作为一家
刚成立 3 年的年轻公司，公
司营业额从 2018 年的 800 万
到 2019 年的 5000 万，今年
有望实现翻番，超过 1 亿元。
杨绪珍分析说，
从顺德区
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可以
看出，
工业经济复苏有力地支
撑了顺德经济增速回升，
体现
了顺德着力发展实体经济和
夯实新动能发展根基。
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副研究员宋宗宏也表示，顺德
是工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
顺德经济强劲复苏，工业生产
的复苏是主要支撑性力量。
作为制造业大区，顺德
有工业企业近 3 万家，落实
新发展理念关键点在于科技
创新。郭文海多次强调，无
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顺德发展都要依靠企业、企
业家。创新的主体是企业，
创新必须紧紧依靠企业。
未来五年，顺德将新增
8 亿元财政资金，支持企业
研发创新，进一步构建起以
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创新氛
围。此外，为了帮助企业攻
克“卡脖子”技术难题，顺
德遴选出第一批 20 项支柱产
业核心技术公关清单向全球
发布，集中资源针对性地支
持持续开展的技术攻关突
破，力争取得一批重大科技
成果和自主知识产权。这 20
个项目涵盖了机器人、芯
片、人工智能等相关领域。
杨绪珍认为，顺德接下
来 要 继 续发挥敢于人先的闯
劲，优化供给体系。紧紧围
绕“创新”两字，全力融入
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完
善顺德制造参与科技创新的
生态链，建设科技创新转化
应用新高地，利用广东工业
设计城等平台载体，加快推
动设计与制造融合发展，打
造具有影响力的工业设计高
地，提高顺德制造的附加值
和竞争力。

胜利属于主动作为者
梁新平

连日来，一则顺德前三
季 度 GDP 增 长 3% 的 消 息 ，
经由媒体报道后迅速刷屏。
这一让人扬眉吐气的成绩，
在疫情尚未结束的当下，显
得十分难能可贵。
毫无疑问，这是我国取
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
大战略成果中的一份来自县
域基层的重要贡献。
目前，新冠疫情正在全
球蔓延，全球经济出现百年
未有的大变局，许多国家、
地区和城市的经济处于停摆
阶段。而就在这种经济普遍
性负增长的窘境下，一个来
自中国县域发展排头兵逆势
而上的担当和作为，充分体
现了大国担当下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坚强韧性。
这是顺德的阶段性胜
利，是顺德在过去 8 个月，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

济社会发展的非常时期，在
全面建设新时代广东省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实验区，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实践
中，所交出的一份弥足珍贵
的特别答卷——今年前三季
度，顺德地区生产总值
2556.52 亿元，同比增长 3%，
增速由负转正，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
工业投资、出口总额等多项
经济指标累计增幅转正。
对此，广东省社科院经
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宗宏分
析说，这是顺德全力抓复工
复产、抓招商引资、抓改革
的结果。这份成绩单说明顺
德全面改革创新抓村改工
作，破旧立新，聚力打造重
大产业平台，举措成效十分
明显。
2020 年初春，一场党旗
引领下的全民战“疫”在顺

德有序打响，佛山市委副书
记、顺德区委书记郭文海那
句“决不能等到脱了口罩再
去谋划发展！
”掷地有声的话
语，一直回荡在全区奋斗者
心中，成为顺德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政企同心、共克时艰
的非常时期，改革先锋顺德
的担当作为，铿锵地书写着
逆风飘扬的动人篇章。由于
早谋划、早决断、早部署，
2 月 10 日复工复产第一天，
顺德规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率超过 70%，2 月 18 日超过
90%，2 月 28 日达到 100%。
而由改革而生的内在动
力，无疑是顺德在艰难时期挺
起制造业产业脊梁的强劲保障。
彼时正如火如荼推进的
村改，会不会因为疫情而停
滞不前，一度成为许多人的
担忧和疑虑。而顺德却以闻

鸡起舞、日夜兼程、风雨无
阻的奋斗姿势，让村改不仅
没有因疫情而受阻，反而在
特殊时期发起声势浩大的村
改总攻，从而使顺德村改势
如破竹，一路凯歌。截至目
前，顺德已累计完成土地整
理 69314 亩、新建厂房 1423
万平方米。同时，顺德节节
推进的村改总攻，顺利进入
了拆建并举的新阶段，十大
现代主题产业城建设激昂推
进，呼之欲出。
改革让顺德赢得了发展
主动权，由村改而腾出的宝
贵产业空间，让顺德再次成
为粤港澳大湾区一块投资热
土，面向全球的大招商取得
傲人成绩，百亿级项目纷纷
抢滩顺德。2020 年，全区共
有亿元以上项目 362 个，总
投资约 4977 亿元，其中产业
类 项 目 159 个 ， 约 占 44% 。

重点推动顺德 （龙江） 数字
装备园、联塑新材料产业
园、开源芯片产业基地、海
天华南总部基地、百度人工
智能计算 （顺德） 中心、和
祐国际医院六大超百亿元项
目建设，实现以重大项目建
设撬动全区大投资、大发
展。
这一切，都是顺德在逆
境中主动作为，从而实现危
中寻机、化危为机的结果，
是主动作为的胜利。
在全面建设新时代广东
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验
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改革
征程中，顺德依然会碰到一
个又一个的问题和困难，但
只要秉承改革精神，只要保
持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的奋
斗姿势，所有的问题和困难
都将迎刃而解，因为，胜利
属于主动作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