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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

通讯员/朱嘉泳）2月18日，农历

新年首个工作日，市委常委、南

海区委书记闫昊波，区委副书

记、区长顾耀辉率队开展南海区

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

实验区建设工作专项巡查，其中

一站来到佛山南海电子信息产

业园，里水镇镇长麦满良详细介

绍了项目的推进情况。

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与

西江产业创新走廊在佛山汇聚，

产生了产业协同的巨大空间，广

佛同城迈向产业同城，佛山南海

电子信息产业园应运而生。该

产业园规划面积为23.8平方公

里，范围东至珠江西航道、南至

里广路、西至里和路、北至西南

涌，与广州白云湖数字科技城隔

江相望，是佛山一环创新圈的重

要创新平台。重点发展云计算、

大数据、半导体、电子信息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佛山高新

技术开发区和“1+4”广佛高质量

发展融合试验区。

据了解，园区已初步形成

“一廊一带三区”的规划结构，“一

廊”即智慧生态水廊，“一带”为滨

江景观休闲带，“三区”包括北部

科创产业区（启动区）、中部生态

共享区（梦里水乡湿地公园）、南

部国际智城区（核心区），园区实

行“一边建设、一边招商”的开发

模式。目前园区的启动区已引

入项目12个，总用地面积1200

多亩，计划总投资约140亿，其中

筑友智造、建装建筑、桂安消防3

个项目已投产，另有8个项目正

在加快建设。

麦满良介绍，目前该产业园

已完成征租约5480亩，其中启

动区约2000亩、核心区约1000

亩、生态共享区约750亩、千亩改

造示范区约1300亩、隐形冠军

集聚区430亩。今年进一步加大

启动区二期约800亩土地的整备

工作力度。

当前，南海正在大力构建

“两高四新”产业体系，里水镇已

经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生

物医药、新材料、智能家电、智能

装备、汽车及零部件等六大产

业。其中佛山南海电子信息产

业园就是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麦满良介绍，里水将围绕

佛山南海电子信息产业园的建

设，在土地整理、湿地公园建设、

有轨电车建设、招商引资和加强

广佛合作等多个方面发力，建设

佛山南海电子信息产业园，希望

产业园能与临近的广州白云湖

数字科技城协同发展，联手推动

两个园区的整体规划，打造成广

佛同城的数字经济集聚区以及

广佛同城合作的示范区、粤港澳

大湾区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重

要创新平台，让里水高质量发展

迈上新的台阶。

闫昊波表示，该产业园不仅

仅是里水的产业园，更是整个佛

山市和广佛全域同城化的重要

信息产业园区，一定要高标准建

设，才能高标准导入产业，进行

高水平的管理，这样才能够把产

业园区做成一个真正的示范型

产业园区。目前看来已经取得

了良好的成效，希望加快进度，

尽快投产。政府会在相关政策、

模拟审批以及招商引资上给予

大力支持。

珠江时报讯（记者/周钊泷

通讯员/周炜华 李仕芬）2月18

日，南海区交通大会战暨“六纵

六横”快速路网之“横一”举行

开工仪式。里水环镇北路和狮

山官华路工程率先动工，建成

后将有效提升狮山、里水两镇

内部道路通行能力、完善片区

路网，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市

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闫昊波，

区长顾耀辉，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赵崇剑等区领导参加活动。

作为南海交通大会战重点

项目，“六纵六横”快速路网将

进一步强化对外联接、强化内

部互通、强化扩容提质，持续区

域提升通行能力，实现东西、南

北，镇街、组团之间快速互联互

通。

“六纵六横”快速路网之

“横一”全长29.92公里，西起南

海与三水边界，沿现状虹岭路

向东跨越兴业路、佛清从高速，

接官华路两次跨越广佛肇高速

后顺接官里路东，再途经现状

里水大道，新建环镇北路和碧

江大桥接入广州，共有虹岭路-

官华路、官里路-桂和路、环镇

北路-广佛江珠高速等多个提

升改造的主要节点。

为实现全年目标开好局、

起好步，里水环镇北路和官华

路工程于开工仪式当天动工建

设。里水环镇北路旨在完善里

水镇内骨架路网，对承接广州

白云区、狮山、桂城等地辐射；

官华路是狮山北部主要纵向道

路，改造提升后将显著提高通

行能力、有效缓解交通混乱现

状。

此外，金峰大道（横二）、建

设大道（横三）、五斗桥重建（纵

一）、佛平路快速化改造等多个

“六纵六横”重点项目计划于年

内动工，其余“六纵六横”路网

首批项目已启动开展前期准备

工作。

记者了解到，南海交通大

会战自2020年年中启动以来，

在“六纵六横”、广佛同城和轨

道交通三大领域均取得重大突

破。广佛同城方面，水口水道

大桥和番海大桥主线相继通

车，广佛大桥（原大坦沙大桥）

正式动工；轨道交通方面，南海

新交通试验段上线试跑，里水

有轨电车启动建设；狮山和西

樵有轨电车2021年内启动建

设。

“南海将以打造‘湾区枢纽

区域、西部交通门户’为总目

标，构建‘广佛一体、多网合一、

高效畅通’的立体交通体系。”

南海区副区长黄颂华表示，接

下来，南海将以刻不容缓的紧

迫感打好“交通大会战”，加紧

推进“六纵六横”主干路网和

轨道交通建设，推动广佛全域

同城化发展，助推南海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为南海融入大

湾区世界级城市群提供有力

支撑。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

通讯员/钟何生）2月19日，里水

镇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办第三次工作会议，研究部署里

水疫情防控和节后复工复产工

作。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梁文

成，镇工会主席符灿亨，市场监

督管理所所长罗愉流及各部门、

各村（社区）相关负责人参加会

议。

符灿享传达了区关于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会议的精神和要

求。符灿亨表示，当前，里水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正处在关键时期，在疫情

发展的形势下，面对务工人员返

岗复工高峰期及学校复学关键

时期，各部门、各村（社区）要认

真研判、提前谋划、科学部署、统

筹协调、全面细致做好企业复工

复产及学校复学疫情防控等各

项工作。

为安全有序地做好里水节

后复产复工工作，经济发展办、

市场监督管理所、卫生健康办负

责人根据各自职责分别对企业

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提出了具

体要求。

针对企业员工节后思想活

跃、安全意识“松懈”，新入职、转

岗员工不熟悉岗位操作规程、行

为不规范等带来的安全隐患，镇

安委办主任叶欢表示，要督促一

般企业必须完成广泛开展一次

安全生产培训，全面进行一次设

备安全检查，认真制定一套复产

方案“三个一”，各部门、各村（社

区）要全面落实节后复工复产方

案通知全覆盖等“六个全覆盖”

的安全监管工作。

针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工作，梁文成强调，各负责人要

认识到位。清醒认识疫情防控

所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牢记使

命，勇于担当，要统筹谋划疫情防

控和节后复产复工安全生产工

作，做到两手齐抓，两手都要过

硬；其次要责任到位。企业要落

实安全主体责任、各村（社区）要

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各部门要落

实行业监管责任、个人要落实防

疫责任；要措施到位。做好重点

场所的卫生清洁、通风、消毒等

措施，做好疫情排查,对外省返

里人员做好防控措施，做好复工

复产企业隐患排查及应急预案

两个清单措施，确保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工作全覆盖、无死角。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

通讯员/朱嘉泳 摄影报道）2月7

日，里湖新城核心区景观方案设

计国际竞赛评审结果出炉，

SWA Group（主体单位）+广东

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

合体成员）正式敲定为里湖新城

核心区景观设计单位，接下来将

继续深化方案，推动核心区景观

建设。

里湖新城核心区项目整体

工作内容包括对里湖新城5.6平

方公里总体景观进行总体统筹

规划设计；对里湖新城核心区，

含里湖中央公园、中央滨水带

（含滨水道路景观）、中轴线城市

客厅（含中轴线周边道路）的景

观进行设计；对连接里湖中央公

园、大朗湾、福南湾的5座景观桥

进行一体化设计。

2020年11月，里水发布里

湖新城核心区景观方案设计国

际竞赛公告，吸引了来自世界各

地的知名设计团队参赛，经过专

家遴选和评审，SWA及其联合

体单位脱颖而出，成为里湖新城

核心区景观设计单位。

SWA及其联合体团队参与

过不少省内的设计项目，包括千

灯湖、博爱湖等。SWA董事兼

主创设计师ScottMcCready介

绍，SWA以“产城人文”深度融

合发展为理念，通过“以水为谷，

以水为涡，以水为脉”的设计手

法，将生态、产业、文化、景观融

为一体，打造“两岸芳菲相对出，

一湾秀水抱城来”的新城景致，

营造休闲乐活梦里水乡，构建绿

色养生大健康城市，推进传统与

现代医药产业蓬勃发展。生态

庇护、城市连接、文化传承、健康

体验，四大设计目标为实现美好

愿景保驾护航。

专家评审团队认为，SWA

及其联合体团队对岭南水乡及

广府文化和里湖新城定位的理

解透彻，将健康生活方式根植于

城市公共空间，符合场地建设的

要求。方案的景观体系完整性

非常强，景观布局和节点设计具

有美感；传统文化与现代健康活

动营造丰富，同时方案中的空间

设计与地方文化活动结合比较

好，能够实现营造新城活力的效

果。

作为里水镇推动城乡融合

发展的重点项目，里湖新城在里

水河核心区域崛起，跨越7个村

（社区），致力打造成为城乡产业

高端、环境优美、配套齐备的城

乡协同提升的标杆区域。

里水镇副镇长杜柏盛认为，

里湖新城是里水镇党委政府计

划在“十四五”期间重点打造的

未来之城，是里水融入广佛都市

圈的点睛之笔，承担着高质量发

展的时代重任，对于优化提升里

水未来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意

义。自2014年启动伊始，坚持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的原

则，以国际化视野规划里湖新

城，以评审会为契机，让高标准

的设计引领里湖新城的建设发

展。

里水部署疫情防控和节后复工复产工作

企业完成“三个一”
方可复工复产

里湖新城敲定
核心区景观设计单位

南海交通大会战提速，“六纵六横”快速路网“横一”动工

里水环镇北路项目率先动工

南海电子信息产业园已引入项目12个，计划投资140亿元

高标准建设示范型产业园区

■在佛山南海

电子信息产业

园，多栋建筑正

加速建设中。

珠江时报

记者/廖明璨摄

■里湖新城核心区景观方案设计国际竞赛专家评审会现场。

里水环镇北路工程
（佛山一环-东秀路、里官
路至佛山一环段）

项目
简介

佛山一环-东秀路项目西起佛

山一环高速西侧，向东延伸上跨

佛山一环高速，东至东秀路以东

与碧江大桥衔接，线路全长

1.79km。

里官路至佛山一

环段项目西起里

官路，沿规划环镇

北路自西向东延

伸，东至佛山一环

高速西侧，线路全

长2.87km。

该项目将进一步完善

里水镇内骨架路网，对

承接广州白云区、狮

山、桂城等地辐射，推

动东部工业园区的智

能化、自动化转型升级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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