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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不见
学校依旧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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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体育馆
已恢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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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美国际艺术教育
校区9月投用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李冬

冬 通讯员/杜建新）日前，辰美国

际艺术教育联盟成立仪式暨联盟

学校合作签约仪式在桂城三山片

区举行。据悉，辰美国际艺术教

育校区将于今年 5 月份左右建

成，并于 9月投入使用，旨在为粤

港澳大湾区学子提供优质国际艺

术教学资源，首批计划招生 120
人。

广东欧伦公学国际教育投资

有限公司、广州南湖畅想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作为本次签约的两个

联盟单位，致力于为中国的家庭

创设优质艺术教育平台，共同打

造良好的国际艺术教育生态圈。

去年 1月，辰美国际艺术教育校

区奠基仪式暨项目发布会在桂城

三山片区举行。辰美国际艺术教

育是斥资 4000万美元打造的国

际化艺术教育平台，是佛山三龙

湾南海片区“重点项目提速增质

十大举措”中一个重点公共服务

配套项目。

辰美是全国首所专注国际艺

术高中、预科课程的大规模专业

艺术学院，与各种类型的学校、办

学机构进行开放式的艺术教育合

作，和谐共生，差异发展。

秉承“至真至美，求新领异”

的办学理念，学校通过引进国际

认证的英国高中课程和艺术预科

课程，构建具有辰美特色的校本

课程。目前，学校已与美国帕森

斯设计学院、法国高等电影学院

等世界名校合作开设荣誉课程项

目，为学子提供专业、多元的教

学资源，助力每一个心怀艺术梦

想的辰美学子升读全球顶级艺术

大学。

由辰美国际艺术教育主导、

广州精英教育有限公司、智慧校

园（广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共同

发起的广东省留学服务协会国际

艺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已获批准成

立。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丁

当 通讯员/苏国邦 摄影报道）3
月20日，桂城街道查治办联合

城市管理、流管、国土、消防、治

安联防等相关职能部门及属地

社区，依法拆除林岳社区一处违

建出租屋。接下来，桂城将继续

实施“两违”行为零报告制度、运

用好“（6+1）+X”平台，全力打击

“两违”行为，计划于上半年完成

70%任务量。

历史违建被依法拆除
该违建位于桂城林岳社区

西二村市场路17号东南侧，共

两层，面积169平方米。该地

块原由一间猪舍和一片鱼塘组

成，但屋主并未办理土地使用

证。此前，屋主将该地块的鱼

塘填平，并拆除旧猪舍，将该建

筑改造成一间两层的建筑和一

间单层的砖瓦平房，合共 6套

出租屋。

经了解，该建筑没有土地使

用证，也没有办理相关报建手

续，存在占用集体土地违规加建

现象，是典型的“两违”案例。经

多次沟通无果，3月20日上午，

桂城街道查治办专项工作组联

合桂城城市管理局等相关职能

部门，对该违建进行强制拆除。

劝导屋主自行拆除违建
近年来，桂城大力整治“两

违”，并创新整治“两违”新模式，

通过“宣传+引导+震慑”，让违

建事主主动投身到自拆行列

中。眼下正是全民一致抗疫的

关键时期，桂城街道查治办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保

持对新增违建管控的高压态

势，不给违建“钻空子”的机

会。近日，经专项工作组的耐

心教育劝导，一农户对其在农

用地上的违建进行自拆。

该违建位于魁奇路东延线

平南一处农用地，占地约 400
平方米，主要用于车辆停放及杂

物堆放。此前，专项工作组对魁

奇路东延线开展巡查，发现上述

违建，当即联系违建事主，指出

其违建行为并对其进行政策宣

传教育，同时明确告知违建行为

的严重后果。违建事主认识到

自身错误，于近日主动对该违建

进行拆除。

3月初，专项行动组还对

江滨社区一违建雨棚进行强制

拆除。

查治拆违力度比往年大
2019年，桂城积极开展

“霹雳2019”专项整治行动，创

新管理机制并运用“（6+1）+X”
监管平台，多措并举，铁腕整治

违建，全年共查处违建189.35
万平方米，拆除违建83.44万

平方米。

2020年，查治任务仍任重

道远。桂城街道查治办常务副主

任邵国康介绍，今年桂城街道查

治总任务量为216.3万平方米，

其中将拆除违建108.15万平方

米，查治拆违力度比往年更大。

接下来，桂城将继续实施

“两违”行为零报告制度、运用好

“（6+1）+X”平台，最大限度地遏

制新增、疏解历史存量。桂城街

道查治办将于上半年完成70%
的查治任务量，下半年则针对公

有资产物业、中小托幼、村级工

业园等七项专项开展查治专项

行动。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李

冬冬 通讯员/黄月飞）3月21日
上午，桂城三山片区林岳社区公

寓（岳明湾二期）启动建设，工期

预计32个月，建成后可提供住房

468套。项目地处林岳大道北

侧、岗中路东侧，位于岳明湾一、三

期东侧。其中，一期已于2014年
交付，三期暂未启动建设。

户型基本为南北对流
岳明湾二期建筑面积约

94233平方米，由6栋住宅楼

组成，涵盖商铺、地下室、架空

层、停车场等，共468套房源，地

下停车位568个。二期楼栋高

度从南向北呈阶梯级递增，楼高

25-30层。从户型图来看，基本

为南北对流户型，通风采光较好。

林岳社区党委书记、经联

社社长何智健介绍，项目为回

迁安置房，主要安置泰山路南

海新轨道交通的拆迁户，其余

房屋则以抽签形式分派给林岳

社区12个经济社的村民。“户

型最小的是86平方米，最大的

是 140多平方米，都是实用面

积，一层两梯三户。南北对流，

户型是非常好的。”

岳明湾一期自交楼以来，入

住率已超九成。何智健表示，林

岳社区不少村民住上安置房后

反映卫生环境变好，生活品质得

到提升。二期预计2023年年

底交付使用，届时将有更多村民

可受此利好，住进社区公寓中。

桂城全面提升城乡品质
岳明湾二期毗邻林岳社区

居委会、林岳卫生站、林岳市场、

文翰四小（林岳小学），周边配套

设施较为完善，可满足生活需求。

该项目西南侧为地铁2号

线林岳西站TOD综合开发项

目，南海新交通、地铁2号线途

经。从二期前往正在建设的林

岳西站、林岳东站仅约300米，

未来可快速接驳广州南站、禅桂

中心等地。

去年，南海区曾发布林岳西

站片区规划。按照规划，片区定

位为三龙湾北部、集创智创新、

商务商贸、创意设计、公共服务、

生态居住功能于一体的TOD综

合开发示范区，未来将发展为广

佛科技创新集聚区、TOD综合

开发样板间和禅城融合发展协

调区。

随着三山片区配套逐渐成

熟，广佛荟项目、亚洲最大的电

竞综合体、名古汇·永旺梦乐城

落地，以及文翰湖公园、高铁公

园、三山森林公园建设加快推

进，三山片区前景可期，一幅湾

区城市发展远景正在徐徐展开。

岳明湾作为桂城三山片区

的回迁安置房，为加快交通路网

建设、科学布局城市起促进作

用，有利于提升城市形态，加快

桂城城乡融合发展进程。

林岳社区公寓岳明湾二期开建
将提供住房468套，预计2023年年底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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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黄

佩雯通讯员/卢见颖）近年来，以

“货”为核心的传统网络营销正

在转向以“人”为核心的网红推

广。为进一步助推南海品牌企

业扩大产品营销，首届南海区网

红工厂大赛于3月20日正式启

动。大赛将集齐100支网红队

伍和80家企业参与，通过“政府

搭台、企业担当，社会助力”，进

一步助推南海品牌企业扩大产

品营销。

政府搭台
带动企业参与网红经济

顶级网红薇娅直播5小时

卖出7000万元，全年带货27
亿元；口红一哥李佳琦，创造一

秒钟卖出8000个套装，销售额

228万的销售奇迹……随着直

播的崛起，中国电商迎来了重要

的转折点，从“图文时代”升级到

了“直播时代”。

首届南海区网红工厂大赛

由南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区文明办、区经促局、区

科技局和区工商联联合主办，佛

山市网信协会协办，南方日报、

佛山电视台、珠江时报、凤凰网、

中工网联合承办。

活动旨在适应新时代融媒

转型发展新趋势以及5G宽频

网红直播带货营销新潮流，大力

助推南海品牌企业扩大产品营

销，确立企业品牌，实现高质量

发展，奋力开创新时代南海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这也是暨“南十

三条”“南十条”等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政策出台后新的举措，以及

南海对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

转型和对网红经济全新的探索。

本次活动将从3月20日持

续至4月30日，分为宣传发动

阶段（3月20日至4月5日）、比

赛进行阶段（4月5日至4月25

日），和表彰奖励阶段（4月20
日至4月30日）三个阶段进行。

活动将招募100支网红队

伍参赛，通过短视频、图文制作

及直播等形式，为由媒体推荐参

赛的80家南海区高质量企业做

全方位宣传推广。据悉，活动中

围绕着企业品牌打造的网红作

品，将投放在南方+、佛山+、醒目

视频、凤凰网、新浪、网易、腾讯、

抖音、南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创

思驿站微信公众号、文明南海微

信公众号等12大平台，达到全

媒体覆盖的宣传效果，以此带动

巨额订单，缓解企业销售难题，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此外，主办方还将对参赛企

业进行评选，参赛企业将有机会

被评为“最受网民欢迎的南海品

牌企业”“最受网民欢迎的南海

高质量品牌产品”“拥有硬核技

术的南海高质量发展品牌企业”

及“南海高质量发展的网红工

厂”，获得相应证书。

网红为企业“唱戏”
赢取丰厚奖金

你有直播经验吗？你拥有

自己的网红团队吗？你的粉丝

超过1万了吗？你想提升团队

的知名度吗？快来报名参加南

海区网红工厂大赛，为南海高质

量企业代言，赢取最高丰厚奖

金。

本次活动将招募100支网

红队伍参与比赛，网红参赛条件

为必须由相关媒体推荐，在抖

音、快手、火山、淘宝、京东等相

关视频平台账号的粉丝量必须

超过1万（只要有一个账号符合

即可），有点击量超过1万的视

频作品，具有直播带货经验，具

有策划、编辑、包装能力。

活动当中，参赛网红队伍将

通过“网红品牌秀场（得分占比

20%）、直播带货比拼（得分占比

40%）、硬核技术展示环节（得分

占比20%）及品牌形象推介（得

分占比20%）”四个环节，以各

十二大投放平台的累计播放量、

直播带货交易总额、点赞量和点

击量，进行流量PK。
根据总得分排名，活动将评

出第一名（1名）、第二名（2名）、

第三名（3名）和 15支优胜队

伍，奖金高达数万元。快来报名

参与，成为“南海版的薇娅、李佳

琦”，为南海高质量发展助力。

100支网红队伍为你直播带货
南海区网红工厂大赛启动，探索扶企新模式

南海企业报名：

13535892779（邓先生）

13794629411（李先生）

网红团队报名：

0757-83000123（梁先生）

13727459382（卢小姐）

13924876863（曾小姐）

报名热线

拆除林岳历史违建拆除林岳历史违建
桂城全力打击桂城全力打击““两违两违””行为行为，，今年将查治今年将查治
216216万平方米万平方米

■施工队伍拆除林岳社区西二村违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