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晓旭、 通讯员陈熔冰报道：12
月 2 日下午，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布关于深圳制
造业的最新数据。 2019 年前三季度，先进制造业增加
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71.4%， 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66%。

2019 年前三季度， 深圳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
业增加值比重达 71.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
增加值比重达 66%；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5%，分别
高于全国（-2.1%）和全省（3%）20.6 个和 15.5 个百分点。

在创新能力方面，深圳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
15 年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2019 年前三季度申请量
1.1 万件，约占全国申请量 30%；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
数突破 1.7 万家； 累计建成各类创新载体 2257 家，其
中企业技术中心 308 家，工程中心 295 家。获批创建国
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16 个国家工业强基工程
项目和未来通信高端器件、 高性能医疗器械等 4 个广
东省制造业创新中心， 其中未来通信高端器件有望升
级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前三季规上工业企业
利润增长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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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者不得申请公租房
12 月 2 日， 深圳市深汕特

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
启动深汕特别合作区过渡期商
品房销售的公告》， 冻结两年的
深汕合作区房地产市场，正式启
动过渡期商品房销售工作。

公告显示，居民家庭在合作

区持有的商品住房、商务公寓总
套数不得超过 2 套，成年单身人
士（含离异）在合作区持有的商
品住房、 商务公寓总套数只能 1
套。 在合作区购买的商品住房不
计入购房者在深圳市其他区（新
区）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限购范
畴；在深圳市其他区（新区 ）购买
的商品住房、商务公寓不计入购
房者在合作区购买商品住房、商
务公寓的套数限购范畴。

另外，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等法人单位不得在合作区购买商
品住房、商务公寓，合作区管委会
及市住房主管部门对商品住房和
商务公寓项目实施销售价格指
导。 居民在合作区购买商品住房
和商务公寓的， 自取得不动产权
证书之日起 5 年内禁止转让。 经
深圳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决议

通过，执行深圳住房信贷政策。居
民在合作区持有任何形式的自有
住房（包括自建房和商品房）的，
不得申租（购）合作区公共租赁住
房、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

首个项目七成公开销售
12 月 2 日傍晚，记者登录深

圳市住建局官网，在深圳市房地
产信息平台上，合作区“振业时
代花园一期项目”已拿到预售许
可 ， 预 售 证 号 为 “深 房 许 字
（2019）深汕 001 号”。 记者查询
发现， 该项目预售房源 542 套，
全部为住宅，预售单价每平方米
1 万多元， 单价最低为 3 号楼的
201 房，拟售单价 9434 元 / 平方
米。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
委员会在公告中也表示，为推动

合作区企业加快投产，促进合作
区经济建设，从振业时代花园和
辉煌花园中抽取 30%房源（不含
公寓和商铺）用于解决合作区企
业员工的居住需求，其余 70%的
房源面向社会公开销售。

为稳定深汕特别合作区房
地产市场的发展 ，2017 年 5 月
16 日起合作区被冻结房地产市
场交易。

预计未来不会出现大涨
12 月 2 日，振业时代花园启

动诚意登记，代理方深圳中原董
事总经理郑叔伦透露：“公告发
布后， 项目到访客户明显增加，
超过五成是深圳人咨询。 ”郑叔
伦表示，深汕合作区肯定会吸引
深圳人外溢购买。“目前价格处

于绝对洼地， 预计在 1 万多元 /
平方米，低于临深片区。 ”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一位
分析师表示，深汕特别合作区“冻
结”已达两年之久，市场已进入低
谷， 购房者在市场长期调控下也
逐渐回归理性，“解冻”后，深汕特
别合作区房地产市场将会有所起
色，成交量上涨，但受调控政策的
影响，购房者已经回归理性，未来
不会再出现量价大涨的现象。

58 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
析师张波指出，该政策不会对深圳
地区楼市产生过大影响，也不会引
起房价的大幅波动。“从政策执行
的范围来看， 仅限于深汕合作区，
并解决这一区域冻结的历史问题，
覆盖和影响面较小。 此外，从政策
的执行力度来看， 限售依然需要 5
年，可有效抑制炒房需求。 ”

三个月可建成
使用寿命 20 年

新沙小学位于新洲片区， 从外面
走进来，看不出这是一所临时学校。 操
场很干净， 下课的学生在上面快乐玩
耍。 教学楼是二层建筑，天花板可见为
钢制，墙体靠钢架支撑，墙壁为砖块搭
建，采光通风都较好。 校长陈志华对记
者介绍说，新学校自去年 6 月开工，三
个多月建成。 竣工后，家长、学校聘请
第三方检测机构， 从气味到甲醛没有
任何环保问题。 预制学校使用后，特色
课程一项没落下，目前全校有 1489 名
学生、90 多名教职员工，教学正常，家
长很放心。

记者随后来到位于梅林的梅丽小
学，这所学校是完全的钢架结构。 除了
场地略小之外，其他教室条件都不错。
轻钢搭建的二层教学楼， 玻璃采用两
层钢化玻璃，隔音较好。 楼板是四层材
料组合而成，上下楼震动也不大。 教室

之间的隔断采用两层厚木板， 隔音效
果非常好。 校长黄广旭介绍说，这所新
学校去年 12 月建成，除了运动场地不
太够， 其余正常的教学包括活动课均
能顺利展开。

据了解， 高科技预制学校为钢架
结构，在厂里按模具生产，拆装方便，
以螺丝、钢丝固定链接，三个月即可安
装建成，90%以上的构件，可循环利用
五次，使用寿命达 20 年。

目前建成 4 所
规划再建 10 所

记者 2 日从福田区教育局了解
到 ，针对教育学位缺口难题 ，福田区
打破传统建筑工艺和以往建设审批
的局限，创新思路推出“双十工程”举
措。 新建十所高科技预制学校采用全
国领先的轻钢结构装配模式建设，将
等量学位学校的建设周期从 3-5 年
缩短至半年，实现短期内学位供给能
力大幅提升；新建十所永久校舍将结
合学校建设规划、辖区教育用地和学
位需求预测， 对已规划立项的新建、
拆除重建和扩建学校项目进行重新
梳理，筹划建设。

据福田区教育局局长田洪明介绍，
福田高科技预制学校在全国率先采用
钢结构模块化生产方式建设，不仅建设
速度快，还具备绿色环保、安全可靠等
显著优点。 目前，福田区已建成新沙小
学、石厦学校小学部、梅丽小学、梅林小
学 4 所高科技预制学校， 共提供 4365
个学位，另有园岭高科技预制学校正在
建设， 完工后可为福田区提供 36 班
/1620 个学位。 福田区启动“双十工程”
集中开工仪式后， 规划建设的 10 所高
科技预制学校， 将在 2020 年内全部完
工，2020 年秋季便可正式投入使用。

惠州市博罗县三水村地处罗
浮山脉，村道两旁山林、茶园和稻
田交相辉映，小河绕山潺潺流过，
一派生机勃勃的自然风光。

鲜为人知的是，三水村是省定
贫困村，2018 年还被列为惠州市
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重
点难点村。 经过一年多的整顿转
化，这个昔日“后进”村逐步进入
“剧变” 轨道： 村集体年收入从不
足 0.4 万元增长至 44 万元，村民
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从 1.2 万元增
长至 1.97 万元， 神山田园综合体
初具规模，茶产业链雏形渐显。

深汕合作区商品房交易

整顿转化基层党组织
走出脱贫致富新路子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守初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

神奇！ 建学校好像搭乐高
深圳福田在全国率先采用轻钢结构模块化建设校舍，

十所高科技预制学校明年内将全部投入使用

“深汕 001 号”出
炉！ 12 月 2 日，深汕特
别合作区第一个商品房项
目“振业时代花园一期”取
得预售许可证，542 套住
宅备案，单价 1 字头。 随着
该 项 目 的 官 方 备 案 ， 自
2017 年 5 月 16 日起
合作区被冻结的楼市
交易，正式解冻。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李天军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王磊

11 月 7 日，深圳福田
区举行“双十工程”集中
开工启动仪式。 仪式上透
露，“双十工程”即新建十
所高科技预制学校，将在
2020 年新生入学前全部
建成并交付使用，预计新
增学位约 1.5 万个；筹划
建设十所高密度永久校
舍，目前正在逐步开展学
校建设前期工作，预计新
增学位约 1.6 万个。

高科技预制学校究竟
是怎么样的？ 是否有传说
中那么神奇？ 12 月 2 日，
羊城晚报记者走进福田
区 两 所 高 科 技 预 制 学
校———新沙小学以及梅丽
小学一探究竟。

羊城晚报记者 李晓旭

走进三水村， 村民陈秉谦正在茶
场里忙着揉碾茶叶。 陈秉谦介绍，以
前， 他只能靠帮别人茶园除草赚取少
量外快，生活压力颇大。 今年 8 月村里
的茶场投产，他利用农闲在此打工，在
家门口每月大约可以拿 3000 元工资。

这只是三水村重组“两委”班子后
带来变化的一个缩影。 一年多时间来，

村集体采取“村集体 + 企业 + 村民”
发展模式引进优质企业， 以土地、设
备、 厂房等入股， 村集体收入增长至
44 万元 ，“每年从企业利润中获得
20%保底分红， 预计两年后年收入增
加 150 万元以上。 ”袁勇说，村民还可
以以自有山地参与合作， 每亩紫芽茶
收益超过 1400 元，收益会比原本种桉

树增加近 5 倍。
除此之外，三水村还完成了基础设

施建设等 48 个项目，累计投资达 4000
多万元。 村党支部还从树立新理念、培
育新风尚入手，组织了“我是党员我带
头”“星级评比促新风”等活动，开展了
元旦文艺晚会、每日广场舞训练、乡村
志愿服务等丰富多彩的惠民活动。

过去， 三水村组织纪律涣散，党
员大会、 村民代表大会不能正常召
开， 村民代表在会上随意指责谩骂、
公然翻台掀桌等行为屡见不鲜 ；村
“两委”班子长期不作为，村里连续 7
年没有发展党员，凡此种种 ，全村如
同一盘散沙。

结合落实《广东省加强党的基层
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和主题教育专项整治要求，惠州
市大力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治
工作，并创新启动“四个一百”深化推
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头雁”工程。 经过
层层筛选， 市委组织部选派副处级干
部袁勇担任三水村第一书记。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 三水村地
处罗浮山脉，拥有逾百年种茶历史，但

一直缺乏科学生产与管理， 茶叶多以
茶农自己零售为主。 2018 年 7 月，袁
勇刚到村里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准
备引进相关企业帮扶。

“本来村里班子已通过方案，准备
最终确认时， 部分原班子成员却又临
时反悔，投资商见状打了退堂鼓，原本
谈好的项目黄了。 这让我痛感，要带领
村民脱贫致富，班子必须要强，首先要
从整顿软弱涣散开始！ ”袁勇表示。

在上级党组织大力支持下， 三水
村“两委”班子迎来大调整：原党支部
书记被免职， 德高望重的企业家陈佛
生返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经济能人”、退伍军人、大学生人
才被吸引返乡，组成新的“两委”班子，
从此拉开了三水村的蜕变。

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 陈骁鹏

新班子：“第一书记 + 能人 + 大学生”A

新模式：“村集体 + 企业 + 村民”B

解冻
羊城晚报讯 记者景瑾瑾

报道：上周末，是佛山限购调整
后的首个周末。 11 月 30 日，羊
城晚报记者走访佛山限购区楼
市发现， 一手楼盘大多在趁势
营销， 以新政为宣传点吸引新
客户，或称“即将取消折扣”；二
手房方面， 有部分业主开始有
惜售观望倾向。

11 月 29 日晚， 佛山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佛山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完善人才住房政
策的补充通知”。通知表示：一、
认 定 为 优 粤 佛 山 卡 A 卡 、B
卡、C 卡、T 卡的人才， 享受佛
山市户籍人口购房政策。 二、在
佛山市工作、 具有本科及以上
学历或中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
的人才， 首套购房不受户籍和
个税、社保缴存限制。

根据此前公布的限购政策，
佛山在禅城区全区，南海区桂城
街道、大沥镇、里水镇，顺德区
大良街道、陈村镇、北滘镇、乐
从镇等区域执行商品住房（含新
建商品住房和二手商品住房，下
同）限购政策。 此次新政策的发
布，相当于在人才购房方面对佛
山限购政策的“松绑”。

“目前还未涨价，但准备取
消折扣了， 目前折扣是 98 折。
新政策发布， 再加上刚好是周
末，看房的人较多。 ”千灯湖地

铁站附近一新楼盘销售人员透
露。 该楼盘的价格目前在全佛
山都属于最高价行列， 带装修
单价约在 36000/ ㎡ 到 38000
元 /㎡。“折扣优惠随时取消”
“3 天后取消现场所有折扣 ”
……事实上，在新政公布后，限
购区不少一手楼盘都开始了借
势营销， 有的是单纯以新政策
为宣传点吸引新客户； 有的则
在价格上做文章，称“即将取消
折扣”或涨价。

刚需客欧先生近期正准备
买房， 一手房和较新的二手房
都在其考虑范围内。 他告诉记
者，“自己看了几套二手房，还
未最终下订，新政策就发布了。
之前看过的几套二手房的房东
原先一直在挂牌， 但 11 月 30
日一大早再问时， 得知房东已
经让中介收回，暂时不卖了，准
备涨价。 ”

“现在限购政策算是放松
了一点，新政策发布后，我们就
赶紧致电业主了解他们的心
态， 不少业主的态度是暂时不
急着卖了， 要等一段时间看市
场趋势， 希望价格能再上涨一
点。 ”金融高新区一家房地产中
介的工作人员表示。

“总体而言，目前感觉涨价
不明显， 市场反应还需要一点
时间进行观察。 ”另外一位佛山
地产界人士也表示。

佛山限购调整后的首个周末地产市场未见明显涨价

一手房：楼盘借势营销
二手房：部分业主惜售

深
圳

限购 2 套限售 5 年;“深汕 001 号”楼盘项目获预售许可;
业内人士分析不会对深圳地区楼市产生过大影响

三水村：

深圳福田区梅丽小学预制高科技教学楼为二层建筑 王磊 摄

据新华社电 公安部通过
排查 2019 年 1 至 10 月份事故
情况，筛选出 10 大交通安全风
险突出企业， 这 10 家公路客
运、旅游客运企业，所属客运车
辆均发生导致多人死伤且负有
主要及以上责任的道路交通事
故，其中一起为死亡 30 人以上
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当中,包括两家广东企业：
广东省雷州市粤通运输有限责

任公司 （发生事故时间 :2019
年 8 月 25 日 ，事故地点 ：广东
省阳江市境内沈海高速公路

3303 公里， 死亡人数 ：7 人 ，受
伤人数 ：2 人 ）； 广东省深圳市
宝路华宝龙运输有限公司 （发
生事故时间 ：2019 年 7 月 31
日 ，事故地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贺州市境内汕昆高速公路 654
公里 ，死亡人数 ：5 人 ，受伤人
数：11 人）。

公安部发布 2019 年十大肇事客运企业

广东两家公司上黑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