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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艺术交流展在樵山文

化中心举行

近万市民
西樵观展

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诗通讯

员/张嘉宜）悟画中意境，赏线条之

美，不出国门即享国际艺术交流盛

宴。10月3日，首次落户南海的华

南地区顶级国际艺术博览会——

2020年艺术广东·国际艺术交流展

在樵山文化中心开幕。4天展期内

吸引近万名市民游客入场参观。

本次展览面积达5000平方米，

设有当代艺术展区和水墨艺术展

区，有70位国内外艺术家的1200

多件精选艺术品亮相。其中，许多

参展作品是艺术家们在疫情期间潜

心创作的艺术精品，以讴歌生命、热

爱生活为主题，是首次面对观众。

首次来到西樵的著名艺术家刘

树枫带着自己在疫情期间潜心创作

的最新作品而来，他说：“第一次来

到西樵，真正感受到这是一个人杰

地灵的地方，能给艺术家们带来灵

感。”他还十分欣赏本次展览将中西

方的绘画并列在同一个展厅展出，显

示出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更能让中国

传统的国画艺术在世界大放光彩。

展览期间，在坐拥西樵山、听音湖

和樵山瀑影一线美景的樵山文化中心

内，油画丙烯、纸本水墨、综合材料、架

下雕塑、现场装置等名家美作在灯光

的投射下散发着艺术的魅力和光芒，

与窗外的西樵美景遥相呼应。

在樵山文化中心的东翼广场，6

件大型现代雕塑作品更吸引不少市

民的目光。还有艺术家创新性地把

雕塑作品放到听音湖的湖面上，在

水上展示。

这是艺术广东品牌展会首次走

出广州，来到南海。艺术广东·国际

艺术交流展创始人鲁晓昆认为，艺

术广东来到西樵，不仅是看中地方

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和樵山文化

中心的场地，更是秉承其办展理念，

在国庆假期把艺术精品带给更多艺

术爱好者、更多市民群众，让大家都

能感受到艺术之美。

西樵镇镇长杨明表示，艺术广

东的落户对西樵来说，是发展会展

业一个很好的开端。未来，西樵也

将继续加大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包括道路、场馆和住宿等，打造

会展产业的全链条服务。不仅如

此，政府还将针对会展经济的新形

势，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包括场馆

运营的补贴、展览及活动的扶持等。

西樵镇召开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

全力建设环西樵山片区
闯出高质量发展之路

“西樵将坚定信心决心，牢牢把握当前重大发展

机遇，努力实现产业与生态、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为

南海区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佛

山打造‘一核一带一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展现西樵

的使命与担当。”9月29日，西樵镇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九次会议在樵山文化中心召开。会上多次提及

的“高质量发展”、“环西樵山片区建设”等词也将成为

未来西樵发展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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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产业新空间
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最近，位于西樵镇山

根社区的58科创产业小

镇项目一期部分建筑的

首层初步成形；在西江边

上的西樵三门产业园全

面竣工，超7万平方米高

标准产业载体在10月投

用，招商正同步进行中。

这批集约型产业园

区已成为西樵拓展产业

空间的一大利器。西樵

镇将借助伟安科创园、中

南高科湾区智造新城等

高端产业平台，快速集聚

一批高科技、成长性强的

企业。

会上，西樵镇党委

书记关海权表示，西樵要

积极融入“一核一带一

区”区域发展格局，聚焦

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传

统产业智能化、战略性新

兴产业高端化、高新技术

企业集群化发展，加快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

做大做强西樵实体经济。

为此，西樵积极践行

“深圳创新+佛山产业”部

署，主动承接深圳科技产

业外溢，积极与深圳的创

新型企业洽谈，加快听音

湖创新产业城建设。

而在大数据与工业

互联网发展热度居高不

下的背景下，西樵也抓住

腾龙湾区数据中心落户

的机遇，加快这个项目的

建设，发展数字经济，推

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

智能制造与优势传统产

业融合发展，实现产业转

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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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加快建设环西樵山片区

桑基鱼塘生态文化

保育及“百里芳华”乡村

振兴示范带规划一馆尽

览；雨污分流、污水处理、

三线改造着实提升村居

环境……会议期间，参会

人员还到渔耕粤韵文化

旅游园、七星闸边村及北

江河滨公园视察，了解西

樵镇乡村振兴示范区和

西北两江岸线整治试点

示范项目的建设情况。

关海权强调，西樵

要举全镇之力推动环西

樵山片区建设，重塑生

产、生活、生态空间，提

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将其打造成佛山西部的

标杆性示范片区。

这对位于环西樵山

片区核心区域的七星村

来说意义非凡。七星村

党委书记郭炽光说：“我

们会紧抓片区建设的机

遇，做好人居环境、水环

境治理，打造美丽田园风

光。”

在北江河滨公园，

参会人员都沉醉于临江

栈道的美丽风景。“以

前，这里是一片杂草丛

生的荒地，现在改造成

漂亮的河滨公园。”来自

西樵镇山根社区的镇人

大代表崔苏华见证了这

个公园建设前后的变化，

“这个公园给我们住在附

近的山根社区居民提供

了一个环境优美的休闲

娱乐场所，我们大家都很

满意！”

接下来，西樵将提

速官山涌北岸整治提升

工程，优化“一河两岸”

岭南特色城市风貌，与

已建成的北江河滨公园

连接起来，打造10公里

滨江生态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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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重点文旅项目
高质量发展全域旅游

今年8月，岭南文旅小镇

入选第三批省级特色小镇培育

库名单，对西樵推进全域旅游

高质量发展产生巨大鼓励。

西樵文旅餐饮企业也逐

步走出“寒冬”。在刚过去的

2020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各

类文旅和节庆活动在西樵轮番

上演，景区和餐饮企业均推出

系列活动“抢占”客源，共吸引

游客超过44万人次。

在备受关注的重点文旅项

目中，佛山千古情项目将于明

年上半年开业；有为馆已启动

规划；听音湖粤菜美食集聚街

区、樵顺嘉宝酒店、云影琼楼及

白云楼改造、西樵山山上民宿

等项目建设都在加速进行中。

此外，樵山文化中心、飞

鸿馆的投用，为西樵发展文化

体育活动、精品会展产业和会

议经济提供了有力载体，打造

新的经济增长点。

为了丰富游客的文化旅游

体验，西樵还在打造水上生态

观光旅游线路，高标准实施渔

耕粤韵文化旅游园—听音湖的

10公里樵山碧道建设。

“从长远来看，水上生态

观光旅游线路规划充分利用了

西樵山下的桑基鱼塘景色和西

樵水乡特色，将助力西樵文旅

产业的持续性发展。”西樵镇人

大代表、儒溪村党委书记陈旺

弟说，希望碧道能早日建设完

成，吸引更多游客来西樵，发现

更多美。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钟泽诗

通讯员关蕴琪

在2019中国百强镇榜单中，西樵从42位跃升

至35位。

围绕五大产业片区建设目标，完成村级工业园

拆除整理约3670亩。

伟安科创园、58科创产业小镇等为代表的新型

产业社区逐步成型。西樵首个公有物业高层工

业载体——三门产业园建成并正式对外招商。

2020年1至8月，全镇招商引资超千万项目（含

增资扩产，不含房地产）共16个，超十亿元项目

2个，计划总投资额约125亿元。

这样保持定力抓发展

●佛山百里芳华示范带陈列室西樵展馆完成建设。

●国家生态公园建设工作有序开展，渔耕粤韵—听

音湖水上生态观光旅游线路一期10公里已建成。

●完成主干道两侧1000多间田间看护房整治，提升

改造农村公厕70多个。

●建成截污管网23公里，截污到户、雨污分流有序铺开。

●全镇47条纳入城乡黑臭水体河涌均完成治理，其

中39条完成验收，8条正进行验收流程。

●中小学校“4+6”新（改、扩）建工程稳步推进，大桐

堡小学综合楼建设工程预计10月竣工验收，中心小

学、第六小学独立办学。

●推进普惠性幼儿园建设，中心幼儿园大岸分园正

式成立，民乐幼儿园、瑞龙国际幼儿园转办为普惠性

幼儿园。

●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新建业务用房动工建设，该

院的PCR实验室投入使用，承担核酸检测任务。

数读1-8月西樵

1

2

3

4

在2019中国百强镇榜单中，西樵从42位跃升

至35位。

围绕五大产业片区建设目标，完成村级工业园

拆除整理约3670亩。

伟安科创园、58科创产业小镇等为代表的新型

产业社区逐步成型。西樵首个公有物业高层工

业载体——三门产业园建成并正式对外招商。

2020年1至8月，全镇招商引资超千万项目（含

增资扩产，不含房地产）共16个，超十亿元项目

2个，计划总投资额约125亿元。

这样保持定力抓发展

●岭南文旅小镇入选第三批省级特色小镇培育库名单。

●西樵山入选广东省森林旅游特色线路和新兴品牌地。

●松塘村成全市唯一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的古村。

数读1-8月西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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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现场。

■■西樵结合生态养殖示范区建设西樵结合生态养殖示范区建设，，推进万亩桑基鱼塘保育推进万亩桑基鱼塘保育。。珠江时报记者珠江时报记者//章佳琳章佳琳 摄摄

超85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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