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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付艳

霞）9月27日，佛山市南海区全

面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

革创新实验区工作推进大会召

开。南海将以开展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为突破口，科学合理布

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推动

城镇、农村、产业和生态合理分

区、相对集聚、协调发展，促进

城乡全面融合，为广东城乡高

质量融合发展探路。

佛山市委书记鲁毅，省

农业农村厅党组副书记、省

委农办常务副主任许典辉，

省政协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

陈祖煌，省委改革办专职副

主任莫晓春，省自然资源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屈家树，佛

山市委常委、副市长蔡家华，

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闫

昊波，以及省委改革办、省农

业农村厅、省发改委、省自然

资源厅，市区领导和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南海

区区长顾耀辉主持会议。

今年9月 19日，省委深

改委印发《佛山市南海区建

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

创新实验区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方案》的印

发，意味着实验区建设进入

全面铺开的新阶段，南海将

紧紧扭住影响城乡高质量融

合发展的瓶颈制约，建立健

全系统集成的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全力推动空间格

局再造、产业集群再造、生态

环境再造、基层治理再造和

政府服务再造，努力为粤港

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城乡

高质量融合发展探索新模

式，为新时代广东城乡高质

量融合发展提供新鲜经验。

根据《方案》，南海将实施

20个城中村改造，建设10个

农村居民新型社区；整合9万

亩村级工业园区，建设20个千

亩连片产业社区，建成5个万

亩农业示范片区；归并调整城

镇开发边界内全部永久基本

农田，腾退生态保护红线内

30%不符合管控要求的建设

用地，实现到2022年，城乡空

间布局明显优化，城乡高质量

融合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到

2030年，全面实现土地结构优

化调整，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格局全面形成。

为支持南海区推进实验区

建设，省委深改委明确赋予南

海区包括创新国土空间规划管

理机制、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等在内的第一批共8项省级

支持事项，并允许直接复制省

其他实验区已获批权限、优先

支持实验区复制推广广东自贸

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以充分

发挥政策叠加协同作用。

9月27日召开的推进大

会强调，在建设广东省城乡融

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过程

中，南海要焕发当年“杀出一

条血路”的改革精气神，锻造

敢为人先的“南海雄师”，重振

虎威，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动实验区变示范区，奋力开

创改革发展新局面。

推进大会上，九位专家受

聘为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

实验区建设工作专家顾问，闫

昊波为专家顾问颁发聘书。

当日，里水镇组织机关干

部和村（社区）党委书记集中

收听收看了会议。

随着金沙洲板块开发

进度的加快，里水和金沙

洲的交通压力日益凸显，

修建新桥以缓解金沙洲大

桥的交通压力已成为迫切

所需。在此背景下，水口

水道大桥建设应势而起。

水 口 水 道 大 桥 于

2014年开始动工，横跨里

水、大沥两镇，总长 660

米。里水上桥一方始于

沙涌社区，项目向西通往

佛山一环，向东接入浔峰

山东路，直达广州地铁6

号线总站。该桥由里水

楼盘开发商出资建造，修

建完毕后无偿移交里水

镇政府指定的相关机构

统一管理、使用。大桥通

车，将大大方便一河两岸

经济、文化、商贸交流，成

为金沙洲板块首条东西直

线通道。

大桥开通，受益最大

的就是居住在附近的居

民。以最近上桥位的金沙

半岛小区为例，走水口水

道大桥到金沙洲浔峰岗地

铁站仅3公里，耗时约10

分钟，较以往走里广路耗

时40分钟节省了半个小

时。在金沙半岛小区居住

的居民梁先生高兴不已，

他说，小区业主以“广佛候

鸟”为主，去地铁站约12

公里，到广州上班要走里

广路或者在沙涌上高速，

两条路都很塞车，现水口

水道大桥终于通了，大家

的上班成本将大大降低。

据悉，水口水道大桥

不仅能改善里水、大沥、金

沙洲数十万居民的出行，

还将为整个区域的产业发

展、城市升级提供保障，缓

解周边日益增长的交通压

力。就大桥所在的沙涌片

区而言，其可以结束板块

的“孤岛”现状，更好地融

入大金沙洲片区。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 通

讯员/钟何生摄影报道）国庆、中秋

临近，近段时间，里水党政班子纷

纷到镇内人流密集场所、建筑工

地、企业等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大检

查，旨在进一步加强里水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力度，确保国庆、中秋假

期全镇安全形势稳定。

9月22日，镇党委书记谭艳玲

率里水市场监督管理所、市政办等

多个部门深入重点单位及人员密

集场所开展节前生产、消防安全大

检查。

在万利广场和嘉洲广场的在

建工地，检查组详细了解各单位生

产、消防安全及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落实情况，深入各单位内部实地

检查了室内消火栓、灭火器、应急

疏散指示标志、安全出口、食品卫

生及员工宿舍等各方面情况。

现场可见，万利广场的消防安

全措施做得较到位，配置有灭火

器、应急灯等消防设施，并按时间

落实检查。谭艳玲要求，各单位负

责人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及消防

安全管理工作，持续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定期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

确保节日期间的生产安全。

在流潮社区潭村经济社，检查

组检查了出租房安全管理情况。

检查中发现，部分业主不按出租房

管理规定，违规改变土地使用性

质，谭艳玲随即要求相关部门负责

人要认真研究，制定工作方案，按

时对隐患问题进行督查整改，防止

问题出现和隐患反弹。

9月24日，里水镇镇长麦满良

带领应急、消防、城建、质监、交管、

交警、派出所等部门，到镇内交通

安全整治点、商场、企业、工地等开

展节前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和道路

交通摩电整治督导检查。

检查组首先来到和顺文教路

口交通安全整治点，检查摩电整治

工作情况。当前，里水正开展为期

一个月的摩托车乱停乱放候客联

合整治行动，和顺城区以及部分主

要道路实施禁止搭客摩托车停放

候客，保障市民安全文明出行。麦

满良指出，要继续加大执法力度，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完善源头治理

机制，确保摩电整治工作见实效。

随后，在文教村的广佛江珠高

速桥底路口道路交通黑点，麦满良

实地了解该路口存在的交通安全

隐患。针对该路口的交通安全隐

患，和顺交警已安装红绿灯和摄像

头等设施设备。

麦满良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要

积极跟高速道路建设方沟通，加快

辅道周围工程整治，推进辅道两侧

路域环境清理和道路绿化景观整

治工作，确保通道交通安全。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伟鹏 通

讯员/钟依停 摄影报道）9月23日，

里水镇和桂工业园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成立，园区内15位企业代

表参会，并进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宣布里水镇和桂工业园

关工委成立及委员构成，并向参会

人员简述园区关工委筹备过程工

作。南海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张

顺前等为和桂工业园关工委成员

颁发证书。

张顺前表示，和桂工业园关工

委要提高服务意识，增强关心下一

代工作的责任担当，多了解、多关

爱青年员工的子女，逐渐凝聚多方

面资源力量，为职工家庭提供更

好、更优的关爱与服务。

“我们将努力为园区职工家庭

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桂工业园关

工委主任黄志刚表示，接下来，和

桂工业园关工委将整合多方面资

源，开展多项活动，为园区职工家

庭营造有爱之“家”。

据了解，和桂工业园关工委将

对272家企业12000余职工家庭

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是南海区内

成立的首个工业园区关工委。

里水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和

桂工业园关工委顾问袁满生表示，园

区关工委要根据“依靠谁、围绕谁”展

开工作，坚持以党建带关建，确定园

区关工委服务方向，为企业经济发展

服务，为职工“候鸟”家庭做好相关工

作，做好“关工、社工、义工”联动工

作，打造好基层职工服务阵地，共同

探索、搭建园区关工委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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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李翠贞通讯员朱嘉泳姚海芳

助力打赢
交通大会战

仪式上，里水镇镇长麦满

良表示，将以水口水道大桥的

建成通车为新的起点，管好用

好这座民心之桥、圆梦之桥，不

断放大示范带动效应。接下来

将全力做好大桥养护管理、深

入实施交通大会战、大力推进

广佛全域同城，抢抓全区交通

大会战的大好时机，全力实施

“一轨二桥三路四纵五横”的战

略，认真总结水口水道大桥建

设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加

快有轨电车、沉香大桥、环镇北

路、建设大道等重点项目进程，

着力构建内通外畅、高效便捷

的交通网络，着力在广佛全域

同城中发挥更大作用，使广佛

两地人民获得更多实惠。

“相信有了大桥的连接，

两岸的经济、社会、环境、文化

将进一步深化融合。”大沥镇委

副书记李柏添表示，大沥与里

水将进一步实现优势互补，携

手在区域发展、城乡融合上共

同进步。

就在大桥通车的前一天，

荔湾与南海签订了《合作共建

广佛新城·科创智谷—广佛融

合示范区备忘录》，让广佛新城

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其中南

海区的范围涉及大沥的海北、

黄岐、盐步等片区。水口大道

大桥其中一端，连接的正是位

于大沥东部的海北片区。

李柏添介绍，未来大沥将

牢牢抓住广佛全域同城化及广

州“四个出新出彩”重大机遇，

加快推进大沥东部新城规划成

果落地，全面加快海北片区的

城市化进程。

一河两岸迎来发展新机遇

9月26日，南海区水口水道大桥正式通车，该桥是打通里水、大沥以及整个大金沙

洲板块的交通干线。大桥通车之后，从里水金沙半岛小区前往广州浔峰岗地铁站仅3

公里，车程可从40分钟缩短至10分钟，这也成为了广州金沙洲板块首条东西直线通道。

南海区委常委、常委副区长蔡汉全及相关职能单位负责人，里水镇、大沥镇

相关党政领导出席开通仪式。

水口水道大桥通车，助推广佛全域同城

“广佛候鸟”上班更快更便利

■水口水道大桥通车仪式。

■车辆通过水口水道大桥。

■和桂工业园关工委委员获颁证书。

■谭艳玲带队到万利广场开展安全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