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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

诗 通讯员/关蕴琪）2亿元专

项基金，包干责任落实到位，

西樵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再

“加码”！5月13日，西樵镇

召开2020年村级工业园项

目包干工作动员暨扶持奖励

政策解读会议，公布《西樵镇

2020年村级工业园项目升

级改造包干实施方案》，部署

和动员“旧改”工作。当天，

西樵还出台扶持奖励办法，

设2亿元专项基金，促进城

市更新（“三旧”改造）及村级

工业园升级改造。

会议最重磅的消息莫过

于首次披露的《西樵镇促进

城市更新（“三旧”改造）及村

级工业园改造提升扶持奖励

办法（修订）》（以下简称“奖

励办法”）。在区级奖励的基

础上，西樵镇出台镇级奖励

政策，设2亿元专项基金，激

发“旧改”新动能。其中，拆

除重建类的单个项目最高可

获1500万元奖励，“工改工”

类集转国单个项目最高奖励

为500万元。

为鼓励村（居）委会及改

造项目土地权属人积极推动

城市更新（“三旧”改造）和村

级工业园改造提升工作，还

专门设有工作奖励，村（居）

委会及土地权属人可按照单

个项目的拆除范围用地规模

获得阶梯式奖励。同时，对

积极开展连片改造的项目土

地权属人、出资建设工业厂

房的投资方分别给予规模奖

励和投资建设奖励。

2020年，西樵镇要确保

完成2900亩的村级工业园

拆除整理任务，力争实现

3700亩的目标；启动50万

平方米产业载体建设，确保

完成建设20万平方米产业

载体，力争建成投用30万平

方米产业载体，打造重点亮

点标杆项目。此外，西樵还

将全力推动村级工业园的复

垦复绿，确保至2020年底累

计完成244亩复垦复绿的工

作目标。

为了完成以上目标，全

面推进村级工业园升级改

造，西樵镇实施领导包干责

任制度。根据会上公布的

《西樵镇2020年村级工业园

项目升级改造包干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西樵

镇成立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

项目包干领导小组，负责统

筹协调、组织实施村级工业

园升级改造工作，由西樵镇

党委书记关海权任组长,领

导包干，专人专责。方案中

还明确了西樵党委办、三旧

改造办、经济促进局等25个

职能部门的责任分工，各包

干部门要各司其职。

西樵镇镇长杨明要求各

包干工作小组尽快到负责的

项目现场，将项目实际情况

“摸”清楚，协调解决项目推进

过程中的困难，若真有无法解

决的问题，要及时“上马”预备

项目。他还特别指出，各村

（社区）、包干工作组要有长远

意识，提高工作效率，抓住机

遇，吸引更多投资。

当天，南海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罗坚华、南海区村级工

业园升级改造第三工作组成

员、西樵镇村级工业园升级改

造项目包干领导小组及相关

成员单位负责人以及27个农

村的村居书记出席了会议。

罗坚华对西樵各村（社区）积

极响应“旧改”工作的热情及

西樵推动“旧改”的特色和优

势表示肯定，并希望各小组、

负责人要“包干到底”。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陈肖玲通讯

员/梁伟杰 张嘉宜）5月14日下午，西樵

镇召开2020年“创文”工作推进会，总结

上阶段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动员全镇，高

标准、高要求、高质量抓好文明创建工

作，助力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及

西樵镇创建广东省文明镇。

会上首先由西樵镇党委委员邝倩传

达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

精神，解读《佛山市奋夺全国文明城市

“三连冠”工作方案》，并部署西樵镇

2020年文明创建工作。

据了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是近年文明创建的工作重点，西

樵镇2019年在主要出入口、商业大街、

公园广场、村居等场所，布局了一批核心

价值观景观小品，其中包括市民公园、江

浦路、樵高路等位置，建成一个核心价值

观公园（市民公园）、一条核心价值观示

范路（江浦路）、一个公益广告示范片（官

山城区）等。另外，针对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点的建设方面，西樵镇整合了西樵图

书馆、影剧院、曲艺社等场室，建成西樵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并开展了“点赞抗

疫期间好人好事”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

“加强公益广告宣传氛围、完善公共

设施建设管理、管理市场及周边秩序、提

升交通秩序管理、强化行业管理规范、改

善母婴设施建设等，针对不足问题进行

改善，希望各责任单位大力推进文明创

建的相关工作，确保取得明显的效果。”

邝倩表示，下阶段要在樵园公园、环山

路、龙湾桥等重点场所，再新建一批核心

价值观景观小品，以及推进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点建设，并助力佛山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和推进西樵镇创建广东省文明

镇工作。同时，深化志愿服务建设，深化

疫情期间精神文明教育。

会上，村居、单位的代表亦围绕文明

创建工作作了表态发言。其中儒溪村党

委书记陈旺弟表示，接下来将动员村民，

参与文明创建工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

的浓厚氛围，同时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加快乡村振兴精品示范村建设。“通

过儒溪乡村振兴文艺创作、最美家庭评

选、青年篮球赛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提升创文氛围，共建文明村风。”

“全镇上下拧成一股绳、走好一盘棋，

建立完善各项责任落实机制，落实各项文

明创建指标。”西樵镇党委书记关海权表

示，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讲好西樵故

事，打造文明创建的西樵品牌。同时，找

差距、补短板，推动文明创建的常态长效。

西樵镇举行2020年产业发展环境推介会

14115亩五大产业片区 秀出发展新空间

总面积约14115亩
听音湖拓展区（文旅+现代商贸）

山南片区（互联网+科创产业生态社区）

山北片区（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社区）

西江片区（工业互联网产业社区+IT数据产业园）

三乡片区（新消费品产业社区）

五大
产业
片区

《南海西樵山周边区域综合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公布、五大产业片区专题推介、13

个代表项目与西樵签约、24个重大项目正式启动……5月18日，西樵镇举行2020年产业发展环境

推介会，通过掌上及现场推介会的形式，绘制西樵的发展蓝图，为空间赋能，为产业发展“续航”。

南海区委副书记、区长顾耀辉，西樵镇委书记关海权，镇委副书记、镇长杨明等区镇领导，以及

西樵总商会、青商会、职能部门、村（社区）负责人，以及金融机构、投资客商等嘉宾出席推介会。

文/珠江时报记者钟泽诗通讯员关蕴琪林嘉豪

立足环西樵山综合发展平台 融入湾区建设

推介会上，深圳市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

师、城市设计三所所长孔祥

伟上台发布《南海西樵山周

边区域综合发展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根据《规

划》，环西樵山综合发展平

台将统筹西樵、丹灶、九江

三镇的生态、文化、产业资

源与交通基础设施配置，以

“生态为纲、文化为魂、产业

立城、服务先行”为核心发

展理念，以“生态文明先行

区、城市文化引领区、未来

产业集聚区、创新服务宜居

区”为四大定位,将打造南

海区重要的文化旅游集聚

地以及汇聚粤港澳资源的

“城产人文”融合发展平台，

为佛山迈入国际创新城市

注入全新发展动力。

西樵镇作为《规划》当中

至关重要的一环，将会通

过环西樵山综合发展平

台，融入湾区建设。“实现

工业基础设施、交通、文

化、生态等资源的对接；做

好产业的承接；吸引大湾

区的创新人才扎根西樵”

是杨明提出的融入湾区建

设的“三部曲”。

在此过程中，给予西樵

的机遇是巨大的，如果西樵

做好产业空间和配套的准

备，就能在对大湾区的服务

中，改善自身的产业结构。

比如正在施工的五八科创产

业小镇、伟安科创园，这类新

型产业社区以及创新大厦这

类现存的产业载体，就是为

西樵承载产业转移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

对此，顾耀辉表示，南

海区正大力支持西樵重点

发展全域文旅+卫生用品

产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交流中心，打造文化

旅游产业集聚区。凭借优

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产

业基础、稀缺的自然文化

资源，相信西樵将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

打造五大产业片区 为发展空间“加码”
“西樵将举全镇之力、集

全镇之智，重点推进五大连

片产业片区、环西樵山片区、

国家生态公园和乡村振兴连

片示范区建设，进一步优化

产业空间布局，狠抓招商引

资。”关海权表示，力争吸引

更多具有业界影响力和行业

带动性的龙头项目落户，加

快实现产业的多元化和高端

化发展。

当天推介会的“重头戏”

莫过于总面积约 14115 亩

的五大产业片区的专题推

介。这五大产业片区以村

级工业园为主体，以政府

存量储备土地为依托，每

个片区都被赋予了鲜明的

产业主题，包括：听音湖拓

展区（文旅+现代商贸）、山

南片区（互联网+科创产业

生态社区）、山北片区（新

材料+智能装备制造社

区）、西江片区（工业互联网

产业社区+ IT 数据产业

园）、三乡片区（新消费品产

业社区）。

另外，13个代表项目在

当天与西樵签约，总投资额

达60亿元；同时启动24个

重大项目，总投资额达256

亿元。这些项目涵盖产业载

体、文旅餐饮、基础设施、生

态保护、民生建设等类别，将

全面提升西樵的产业配套和

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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