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起湾道与中山路“黄金
十字”交界，是在中山市享负盛
名的“金融一条街”——盛景尚
峰金融商务中心，经过 10年的
改造和发展，如今这里的进驻
企业已达到300多家，其中以金
融等现代服务业为主，成为了
中山的CBD和现代金融中心。

10年前，这里还是三家建
筑面积超过 6.3万平方米的印
刷厂，由于从事低端的制造加
工业，即便背靠 88公顷的紫马
岭公园这个“城市绿肺”，也很
少有市民居住在周边。当年中
山建设和推进了一批在全市范
围内颇具代表性的“三旧”改造
项目，2008年“盛景尚峰金融商
务中心项目”开始建设，总投资
50 亿元。改造前年税收 805 万
元，2015 年税收总额已达 3 亿
元，彻底激活了东区乃至中山
现代服务业发展，成为利用“三
旧”改造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一
个典范。

在用地规模有限、土地开
发强度较高的今天，中山大力
推进“三旧”改造就是为城市发
展拓展一片新天地，7月中旬，
中山出台“三旧”改造政策的
2.0版，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吴伟
强表示：“新政策不仅在横向上
拓宽了市场主体参与‘三旧’改
造的渠道，在纵向上，新政策也
通过下放事权充分调动镇区积
极性。除全面改造项目方案和
改造单元规划中涉及到控制性
详细规划的部分外，其余事项
均交给各镇区自行审批，提高
了审批的效率，节约了制度性
成本。”

据了解，新政策鼓励市场
主体以多种方式参与“三旧”改
造项目，实施主体可以通过收
购合并归宗、作价入股、与权
利人签订搬迁补偿协议或与
村集体签订合作协议等方式，
通过转移房地产权益取得相
关土地开发权利。相比过去的

“三旧”改造政策，此次的实施
办法和实施细则使得土地出让
方式更加灵活，从住宅用地一
律招拍挂的规定，转变为更加
便捷的出让方式，可以预见，未

来通过灵活的方式出让转移土
地产权的“三旧”改造项目将越
来越多。

对于“三旧”改造新政，各
镇区也充满干劲。东区办事处
副主任吴志宇表示，可以用“振
奋人心”四个字表达。新的“三
旧”政策将对东区旧村庄、旧厂
房的整体改造将有极大的推进
作用，可以推动城市扩容，东区
建区30年，从当年工业立区，到
现在服务业强区，城市发展迅
速，东区建成区域已占建设用

地总量的8成，要持续提升城市
品质、优化经济发展布局，必须
加强对存量土地的统筹管理、
规划引导，通过“三旧”改造，
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建设
高品质城市中心，同时还能通
过新“三旧”政策实施，改善和
美化乡村环境，升级集体经济
发展模式，打造形态更加紧
密、产业布局更加优化、公服
配套更加完善的城乡环境，让
广大群众共享城市高质量发展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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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在天蓝工程方面，我市创新性地
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首先是强化
综合协调，促进部门联防联治工作合
力，至今中山市已先后建立以中山市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为
总领，淘汰黄标车、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道路扬尘污染防治机制改革、
空气质量协调等专项工作制度为抓
手的分级领导机制，全面推动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的执行落实。

市政府也召开专题会议部署蓝
天保卫战工作，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同时加强工业源治理，全市范
围划定为禁止燃用高污染燃料区域，
2019年 6月底前淘汰高污染燃料锅
炉，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等清
洁能源或改用集中供热，所有涉
VOCs排放企业完成“一企一策”综
合整治；加强移动源治理，2018年起
每年更新或新増公交车全面使用纯
电动或燃料电池汽车。加强大气监
管，计划在 2019年上半年完成全市
域布设约 300个站点的高密度大气
环境质量网格化监测体系。

在地绿工程方面，我市重点打造
广东中山翠亨国家湿地公园、广东中
山国家森林公园、广东香山自然保护
区等三个国字号金字招牌，加快推动
南朗崖口等 16个湿地公园、铁炉山
等5个森林公园、古香林等21个公园
建设，优化城市公园体系。

在水净工程方面，我市成立中山
市整治黑臭（未达标）水体工作指挥

部，下设第一、第二专责小组，第一专
责小组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
统筹负责中心组团各镇区黑臭（未达
标）水体整治工作，第二专责小组由
市水务局牵头统筹，负责中心组团以
外镇区黑臭（未达标）水体整治工作。
坚持流域系统治理，全面推进我市
15个流域水体整治，全面推进生活
源、工业源、农业源等污染源治理，以
五乡联围、大南联围流域和南朗流域
未达标水体整治工程为示范,加快未
达标水体整治工作，计划到 2020年
全面消除劣V类水体；同时建立全流
域水质监测体系，加强良好水体西
江、小榄水道、鸡鸦水道等大江大河
和长江水库等重点水库水质保护，保
障优良水体稳定达标。

在低碳工程方面，2017年，小
榄北区社区近零碳社区成功获批省
级近零碳排放示范工程，在全国首开
社区建设近零碳排放社区示范项目
的先河，该社区从居民“衣食住行”入
手，把低碳行为融入居民的日常活动
中，在社区中开展一系列低碳建设：
低碳驿站、居民家庭光伏、太阳能充
电桩、低碳骑行站、有机种植户外教
室、雨水回收应用、餐厨垃圾堆肥示
范点、旧衣物回收等，积极引导社区
居民节俭简约、低碳生活，该社区在
低碳领域也进一步深耕细作，探索出
社区绿色低碳发展新模式新路径，为
我省乃至全国建设近零碳社区提供
示范经验。

优化中山城乡环境
实施天蓝地绿水净工程

中山以“三旧”改造促进城市更新，以大项目带动城市扩容增质

建设宜居精品城市，推动城市可

持续发展，是城市发展的永恒主题。

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机遇，中山

如何立足“三个定位”实现可持续发

展新格局？

中山坚持完善城市发展规划布

局，优化全市组团式发展战略布局，

以“三旧”改造为抓手，推动城市持续

更新和有机再生，同时自觉践行新发

展理念，贯彻落实省委要求，加快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系统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实

施天蓝、地绿、水净、低碳工程,集中力

量抓好水、气、土壤污染治理，加快建

成国家森林城市，打造珠三角水环境

最好城市，不断擦亮国家生态示范市

品牌，快构建城市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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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日，中山总部经济区
（石岐片区）破土动工，作为我
市中心组团的中心区，石岐区
正在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融合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加快
实施中山市“强心”战略，全力
做好“东承”文章，进一步强化

“西接”功能，以大项目建设带
动城市扩容增质，力推经济高
质量发展。

去年4月，中山正式启动实
施组团式发展战略，构建“一中
心、四组团”发展格局。其中中心
组团重点对接深圳、香港、广州，
着力发展总部经济、高端服务、
智能制造、文化旅游等产业，布
局总部经济区、金融商务区、现
代商贸文化区、科创教育区、专
业制造提升区五大主导功能区，
巩固提升全市商贸中心、金融中
心、科教文卫中心建设水平，打
造国际化城市服务中枢。

东部组团重点对接深圳、

香港、澳门，着力发展健康医
药、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产
服务、文化旅游等产业，布局
科学城、中央商务区、健康医
药产业区、电子信息产业区、
先进装备制造区、国际交流
区、文化旅游区、生态休闲区
八大主导功能区，支撑建设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
打造国际文化休闲旅游重要
目的地。

东北部组团重点对接广
州、深圳、佛山，着力发展新一
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
物医药、智能家电、高端生产服
务等产业，布局新型装备制造

区、临港物流区、现代综合服务
区、科技信息与教育产业区、水
乡特色旅游区等五大主导功能
区，打造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
造产业带重要基地、现代物流
枢纽。

西北部组团重点对接广
州、佛山、江门，着力发展智能
家电、照明灯饰、高端五金、精
品美居、先进制造、生产服务等
产业，布局智能家电产业带、照
明灯饰产业带、先进制造基地、
生产服务区等四大产业主导功
能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传统产业智能化服务化转型升
级示范区和智能制造强区。

南部组团重点对接香港、
澳门、珠海，着力发展先进制
造、生产服务、文化旅游等产业,
布局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园、精
密制造产业园、科创岛、生物医
药产业区、现代综合服务区、游
艇专业服务区、休闲旅游区等
七大产业主导功能区,打造珠江
西岸智能制造引领区,粤港澳大
湾区重要产业创新中心、生态
休闲旅游集聚区。

在这些战略布局中，中心
组团担当了重要的任务，将按
照“强心”战略行动纲领，以交
通、产业、城市建设、生态保
护、文化旅游等项目为抓手，
不断提升中心城区的首位
度、发展能级、辐射带动作
用，通过城市更新，在原有功
能布局上做优化，推动交通功
能更完善、产业发展更高质
量、城市建设更现代化，生态
保护更高水准。

盛景尚峰金融商务中心成为东区“三旧”改造的成功典范。

在城市路网建设方面，近年来，
我市不断推动交通大发展，全市公
路通车里程达 3235公里，每百平方
公里公路密度由 2011年的 106公里
提高到 180公里。深中通道动工，广
珠西线、广中江高速一期、翠亨快
线、三角快线、沙古公路、105 国道
北段、阜港公路、中山港新桥等建
成通车，古神公路二期北段、城桂
路中心城区段等完成改造。S111、
S365中山段升级为228国道。群众出
行“最后一公里”工程全面完成，累计
改造和建设村级公路608公里，让群
众出行更便捷。

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今年7月
份，中山市已经正式启动创建第四批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在创
建期间，中山将大力推进“五馆两中
心”工程建设，即按照国家一级馆的
标准，分别完成中山纪念图书馆、中
山博物馆的新馆建设，全面启动新中
山美术馆建设。同时，对中山市文化
馆功能布局和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陈
列功能进行升级改造，使之符合新时
代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要求。同时通
过整合市、镇、村、住宅小区和社会组
织服务点等五级公共文化服务资源，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机制。

优化组团发展 实施“强心”战略

以“三旧”改造促再生 为城市发展拓空间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
让市民共建共享高品质生活

优化城市布局 宜商宜业宜居

目前中山正在不断优化全市组团式发展战略布局，统筹各
组团主导功能定位，强化科技产业创新引领带动，加强重大公
共基础设施支撑，促进城市功能不断提升，加快形成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空间发展模式。

据不完全统计，中山市纳入省“三旧”改造标图建库数据库范围、亟须改造但未改造面积超
过7万亩，“三旧”改造资源十分丰富，有条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内未来投资城市更新、实施“三
旧”改造的热门地。

绿水青山是人民群众对宜居城市的重要要求，中山不断加快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系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天蓝、
地绿、水净、低碳工程，集中力量抓好水、气、土壤污染治理，加快建成国家
森林城市，打造珠三角水环境最好城市，不断擦亮国家生态示范市品牌。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是宜居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建设城市新格局
的过程中，中山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让市民畅享宜居生活。

中山将继续深化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建设，开展低碳环保公益活动，培养市民环保意识。

时代命题 中山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