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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建文任顺德区
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
珠江商报讯 记者李文杰报道：昨日下
午，顺德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
次会议审议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会议经
表决通过，决定任命邱建文同志为顺德区
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代理主任。
因工作变动，肖秀明同志提出辞去顺
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会议决定接受
肖秀明同志的辞职请求。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顺德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会议关于提请推荐邱建文同志为顺德
区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的议案，表决通过
了关于邱建文同志为顺德区监察委员会代
理主任的决定。
邱建文作任前表态发言。他表示，会
议任命他为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备感使
命光荣、责任重大，今后将恪尽职守，做
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为顺德高质量发展
保驾护航。他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惩治
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让群众幸福感更加
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始终站好政治立
场，关爱干部队伍，激励干部更加担当有
为。
会议还决定免去招霞红同志的顺德区
卫生健康局局长职务，免去甘志宇同志的
顺德区政府办公室主任职务，免去闵乐萍
同志的顺德区教育局局长职务。会议决定
任命何翔威同志为顺德区政府办公室主
任，任命朱艺婷同志为顺德区卫生健康局
局长。何翔威、朱艺婷分别作了任前发言。
邱建文、何翔威、朱艺婷接过任命书
后，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仪式。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冼阳福，副主任周
驭洪、关世良、赖剑辉、舒悦，区人大常
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顺德区副区长刘
国兴，区监察委员会、区人民法院、区人
民检察院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邱建文同志简历

自然资源部开发利用司考察调研杏坛村改工作

淘汰落后产能 提升人居环境
珠江商报讯 记者陈家
好报道：近日，自然资源
部开发利用司副主任雷逢
春一行到杏坛镇考察调研
村改工作。市自然资源局
顺德分局副局长黎景带、
杏坛镇副镇长罗志凯等领
导陪同调研。

当天，通过实地走访
光华德彦旧工业区改造项
目现场，调研组了解了德
彦旧工业区改造前概况、
改造模式、产业招商进展
等情况，并听取了“中
兴”现代产业城改造项目
“改造权公开交易”模式的

相关情况。在马东堤外旧
工业区改造项目现场，调
研组了解了项目改造模
式、复垦复绿推进、地券
情况等。随后，调研组还
去到华建达旧工业区改造
项目现场，参观进驻企
业，深入了解项目整体规

划建设、入园企业、污水
处理配套设施等具体情况。
借助村改，杏坛不仅
彻底淘汰废旧塑料等低端
落后产能，解决片区环境
污染问题，消除安全生产
隐患，同时能够提升乡村
风貌和人居环境，更有利

于政府开展高水平招商，
推动引入优质高端产业项
目，引领片区产业转型升
级。对于杏坛镇推动大规
模连片改造方面、掌握土
地开发建设主导权的做
法，雷逢春给予了充分肯
定。

容桂伟安科创园昨日奠基

系容桂新发展理念千亩产业园区顺德容桂智慧城的重点项目，规划打造现
代数字化产业园区
珠江商报讯 记者苏淑
婷报道：聚焦物联网、集成
电路、人工智能等高新产
业 ， 总 投 资 不 少 于 5.5 亿
元，昨日上午，规划打造成
现代数字化产业园区的容桂
伟安科创园正式奠基。预计
三年后，该项目即建成并投
入使用，届时，将引入不少
于 80 家企业，创造不少于
3000 个就业岗位。
容桂伟安科创园项目位
于红星居委会文明东路以
南、文海东路以北 （原红星
聚胜工业区地块），占地面
积 111.8 亩，总建筑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作为容桂新发
展理念千亩产业园区顺德容

桂智慧城的重点项目，该项
目以物联网、集成电路、人
工智能等为主导产业，规划
打造现代数字化产业园区。
奠基仪式上，容桂街道还将
该项目确定为“新发展理念
千 亩 产 业 园 区 示 范 项 目 ”，
并授予其牌匾。
“园区的改造，是产业
的空间再造，也是产业形态
的 重 塑 。” 园 区 的 运 营 方 ，
容桂伟安科创园董事黄淼介
绍，在规划改造园区的过程
中，围绕“科技创新增活
力”的目标，容桂伟安科创
园项目利用高新技术和高校
资源的撬动和引导作用，与
浙江大学华南工业技术研究

院达成科研及人才培养等各
方面的全面战略合作，同时
园区还将与德美研究院合
作，共同建造全国无氟防水
剂技术研发中心和全国纺织
阻燃剂技术研发中心，为园
区企业提供人才、技术以及
科研平台的支持，增强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园区创
新体系建设，加大产业园区
服务能力和辐射范围。
当前，顺德村级工业园
改造已经进入“全面攻坚，
拆建并举”的阶段。作为顺
德村改的排头兵，容桂正向
村改发起最后的总攻，坚持
“拆建并举、项目为王”的
原则，在拆除破旧工业园的

同时，保持战略定力，同步
高质量推进招商引资工作，
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规
划了顺德人工智能和芯片产
业园、顺德容桂智慧城、容
桂创新环保产业园三大新发
展理念千亩产业园区。
作为顺德容桂智慧城的
首个项目，伟安科创园项目
的落地，为容桂新发展理念
千亩产业园区提供了样本。
容桂街道党工委委员冯家擎
表示，目前，容桂正在研究
制定新发展理念千亩产业园
区的扶持政策，有针对性地
对建设和运营企业、落户企
业、重大招商项目、战略性
新兴产业等重点支持，希望

更多有实力、有远见的企业
投资落户容桂，共同推动新
发展理念实验区建设。
对于伟安科创园的建
设，顺德区副区长刘国兴亦
充满了期待，他希望项目方
能按照规划，把好产业、企
业准入关，以科技创新为核
心，将园区打造成为高新企
业集群，为顺德区人工智
能、集成电路等产业的集聚
发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刘国兴表示，下阶段，顺德
区委区政府也将坚持“四
定”原则，“一园一策”高
标准规划建设好四大产业平
台和十大超千亩现代主题产
业城，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华口村改项目获高票通过
新基围工业区村改项目方案以 94.43%同意率表决通过

邱建文
邱建文，男，汉族，籍贯广东潮州，
1973 年 5 月出生于广东潮州，1996 年 9 月
参加工作，1996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文
学学士，中央党校经济学 （经济管理） 专
业在职研究生，现任佛山市纪委常委、市
监察委员会委员，顺德区委常委、区纪委
书记，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代理主任。
1992.09-1996.08 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1996.09-2003.02 历任佛山市公安局城
区分局政治处科员、局团委副书记、政工办
副主任
2003.02-2003.09 佛山市禅城区公安局
政工办副主任、
局团委书记
2003.09-2008.04 历任共青团佛山市委
常委、宣传部副部长,共青团佛山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其中 2005.09-2008.07 中央党校研究生
院经济学（经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
2008.04-2015.12 历任佛山市纪委干部
室正科级纪检监察员、干部室副主任、调研
教育室主任、纠风室主任、第二纪检监察
室主任
2015.12-2018.01

佛山市监察局副局长

2018.01-2018.07

佛山市监察委员会委

2018.07-2020.10
监察委员会委员

佛山市纪委常委、市

珠江商报讯 记者陈培
仪报道：昨日下午，容桂华
口新基围工业区村改项目方
案表决计票仪式在华口社区
沙河公园举行。点票过程持
续了半个多小时，16 时 15
分，在场人员听到了激动人
心的好消息：“华口新基围
工业区村改项目方案以
94.43%同意率表决通过！”
11 月 12 日，容桂启动
华口新基围工业区村改项目
方案表决，容桂村改铁军兵
分多路送票入户。一周时间
里，华口社区 22 个居民小
组 4039 名股东陆续参与表
决。最终，华口新基围工业
区村改项目方案以全体股东
94.43%同意率表决通过。点
票仪式现场，第一时间得知
表决结果的社区居民，用热
烈的掌声庆祝这一喜讯。
看到华口新基围工业区
村改项目方案高票通过，容
桂街道党工委书记何春云非
常高兴：“在全体村改铁军
和全村人民一起努力下，终
于取得这么好的结果，我发

容桂华口新基围工业区村改项目高票通过后居民鼓掌庆祝。/珠江商报记者陈炳辉摄
自内心感到高兴！”
在分享喜悦的同时，何
春云由衷总结了此次村改表
决的三大收获。“华口村改
锤炼了一支充满精气神的村

改铁军，”他认为，村改干
部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奋
斗在一线，工作热情和奋斗
精神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更为重要的是，“华口村改

容桂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深刻领会精神

指导工作实践

员

2020.10-2020.10 佛山市纪委常委、市
监察委员会委员，顺德区委常委、区纪委
书记、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候选人
2020.11- 现 在
佛山市纪委常委、
市监察委员会委员，顺德区委常委、区纪
委书记，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代理主任

改出了华口的民心，改出了
华口美好的前途”。
据了解，华口新基围工
业区改造项目位于华发路以
东、昌业路以南，总改造面

积约 349.16 亩。项目采用政
府直接征 （收） 土地、政府
挂账收储和股份社自行改造
的方式推进改造。改造后，
证照齐全的现代化厂房将取
代现在破旧无证的厂房，股
份社每年的租金收益也将以
倍数增长，约为改造前的
5.4 倍，股东还将获得一次
性分红。借助村改红利，华
口社区的产业形态、人居环
境、群众收入将得到质的提
升，加快华口乡村振兴的步
伐。
“村改方案得到绝大多
数股东的支持，体现了大家
对华口的爱，同声同气、同
一条心。”随着村改方案的
表决通过，何春云表示，容
桂将加快旧厂房拆除、新园
区招商等后续工作，让项目
早日落地，尽快将表决方案
提到的村改利好送到华口群
众手中，让村改红利看得
到、摸得着，让群众感受到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珠江商报讯 记者陈培
讲座由广东省人民政府
仪 陈炳辉报道：昨日，容桂 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
街道组织街道党政人大领导 主任谭炳才主讲。谭炳才以
班子成员，各部门、各村居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主要负责人，人大代表，政 化国家新征程——十九届五
协委员，决咨委委员，企业 中全会精神解读”为题，从
代表等人员，专题学习党的 深刻认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通过 段 的 重 大 意 义 ， 准 确 把 握
深刻领会全会精神，指导日 2035 年 远 景 目 标 和 “ 十 四
常工作实践。
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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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等
方面着手，详细解读了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此次讲座是广东省人民
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到顺德区
就如何构建“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开展专题调研的内容
之一。结合调研重点，谭炳
才着重讲解了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结合
国内国际形势、中美关系走
向、战略构想和重要着力点
等内容，摆数据、举实例，

引导与会人员深入了解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
结合前日在容桂调研时
的所见所闻，谭炳才在讲座
中以渔人码头、
“一村一品牌”
等容桂实践项目为例子，就推
动全会精神落实落地提出想
法和建议。在解读要素循环
时，谭炳才谈到，容桂要进一
步打通痛点与堵点，畅通物
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要
素的循环，从而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吸引项目和人才落户。
以渔人码头为例，他认为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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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是容桂工业重镇转型升
级的一个标杆，未来可以通
过创新改造方法，加强空间
规划设计，完善交通路网、公
共配套等多种方式继续完善
项目建设，让其发挥出更大的
价值。
容桂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刘英华表示，新的发展使命
提出了新的要求，街道上下
要深入学习，加强实践，用
饱满的热情和充足的干劲投
入到各项工作中，共创容桂
发展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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