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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引领力全面提升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中学习研讨
26次（居五区首位），各镇（街道）党（工）
委和区直各单位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共开展集中学习研讨873次；

“新时代南海家书”共发行12期840万
份；南海区5·14专案组被评为2019年
全国“扫黄打非”先进集体。

精神文明水平全面提升

全市仅有的2个全国文明镇（丹灶镇、里
水镇）均在南海，桂城街道是全国文明单
位；圆满完成了2019“全国文明城市”年
度测评工作；

30个美丽文明村居高分通过佛山市验
收（平均分居五区之首），全市4个全国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3个在南海，南海道
德人物培育选树硕果累累。

品牌影响力全面提升

学习强国平台采纳南海区稿件超过180
条（篇）；2019年定向世界杯决赛首次
走进中国、来到南海，吸引全球上亿人
次关注；

成功承办2019中国（佛山）大湾区功夫
电影周；2019央视中秋晚会在南海首设
国内分会场；

南海黄飞鸿醒狮队代表佛山在北京天安
门广场前举行的国庆群众大联欢活动上
精彩亮相。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南海区每万人人均室内文化活动室面积
达 2108.87 平方米，文化广场面积达
4735.38平方米，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平均1.5万人拥有一个图书馆（含读书驿
站），公共图书馆人群覆盖率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南海文化云”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正式
上线，实现文化信息全民共享。

产业融合发展全面提升

三山电竞产业基地、宋城·佛山千古情等
龙头项目正式动工，观心小镇、樵山文化
中心东西两翼场馆、飞鸿馆、碧+文化产
业园等重点项目建成启用，南海文体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逐步形成；

九江镇特色旅游线路入选首批广东省乡
村旅游精品线路，西樵镇松塘村被评为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特色村”，西樵山风
景区获评广东省最具人气研学旅行目
的地。

打造“网红城市”多维度展示南海价值
南海坚定文化自信，助力开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打造“网红城市”、探索

建设省级新时代文明实践试

点、打通宣传工作“最后一公

里”……昨日召开的全区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南

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黎

妍向各职能部门、镇街分管

宣传文化工作负责人描绘了

今年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的蓝图，并就相关工作进行

部署。

今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决战决胜之年，

会议要求，南海要担当使

命、抢抓机遇、勇立潮头，进

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助力开

创新时代南海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

今年，南海将新增一

张“网红城市”的名片。会

议提出，坚持城市品牌与

经济实力协同并进，围绕

南海实体经济、民营经济、

营商环境和历史文化名城

等特色精心策划，打造“网

红城市”，致力让南海的城

市价值得到多维展示，促

进南海的城市品牌、特色

产业“走出去”，人才、资

金、项目等“引进来”，助推

全区营商环境优化。

打造“网红城市”，除

了要有实力，还要会宣

传。“我们要及早谋划，各

个镇街有什么网红点？大

家都可以拿出来比一比。”

更为关键的是，这个网红，

不仅要红一阵，还要持续

红下去。黎妍举例说，深

圳把坪山图书馆打造成文

化标杆，通过一个馆，打造

一种文化现象，一个文化

聚落。她表示，南海各镇

街具备丰富的网红基础，

如正在千灯湖展出的南海

首届公共艺术展，就是一

种流量担当。南海是广东

省文学之城，各镇街都有

省级文学大赛落户。“接下

来要重点思考如何把这些

资源联动起来，借助原有

的优势，进一步擦亮文化

品牌。”

此外，还要发挥南海

新时代敢于作为、实干有

为的工作精神，提升城市

精神品格。大力弘扬工匠

精神、企业家精神，鼓励支

持创作时代精品，推出反

映人民生活、讴歌人民群

众，有思想、有温度、有深

度的城市形象作品。

“西樵山采石场遗址

有没可能向世界级文化遗

产进军？康园后续要如何

进一步活化？这些课题，

都要尽早研究起来。”黎妍

表示，挖掘、整理、活化、利

用历史文化资源，让它们

焕发时代光辉，成为今年

南海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的重点内容之一。

会议要求，接下来要

做好南海区各类历史文化

建筑的挖掘。在特色历史

建筑修复过程中，要主动

融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相呼应的南海特色文化

元素和活动，探索多元文

化、多元艺术和多方人员

融合，结合连片乡村振兴

示范区和特色精品示范村

（社区）打造，支持有条件

的村居将其打造成为文化

祠堂、村史馆等，结合开笔

礼、成人礼等特色民俗活

动，使特色历史建筑成为

传承优秀家风家训、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载体，为乡村振兴提供

价值导向和精神力量。

去年，南海区博物馆

之城建设如火如荼。今

年，南海区将以《南海区博

物馆群规划》为行动纲领，

深化“博物馆之城建设”，

继续支持广东大观博物馆

等非国有博物馆发展，推

动金融博物馆、建川博物

馆等重点项目的筹建，鼓

励各镇街深入挖掘本地特

色历史文化资源，利用多

种方式完善本地博物馆体

系建设，共同推进建设具

有时代文化和地域特色的

南海区博物馆群。

南海拥有康有为、朱

次琦、邹伯奇等历史名人资

源，黎妍要求，各镇街都要

做好规划,为这些人物注入

更多的文化元素和时代元

素，借此推动城市发展。

百姓有获得感，文化事业

才算成功。今年，南海进一步

强化高质量文化供给，着力解

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文化

产品和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

以优质公共文体服务匹配新

时代群众更高需求。

“文化先行”首先是“设施

先行”。备受关注的三大中心

——南海文化中心、南海体

育中心、南海艺术中心，以及

区全民健身体育公园智能提

升及二期项目建设，在今年

将全面提速。对于此前已经

启用的樵山文化中心、飞鸿

馆等特色文体场馆，南海宣

传文体部门将兼顾不同群体

需求，科学规划统筹各区域公

共文体设施的功能，形成搭配

合理、供需相适、互补互促的

良好格局。

文化惠民，搭好了台，还

得唱好戏。要让好戏常演不

衰，不能光靠“送”，更要靠

“种”。“送文化”营造出浓郁的

氛围，而“种文化”才能激活心

中的种子。为此，今年南海将

继续让群众在基层文化活动

中唱主角，倡导群众自我表

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我们要继续深耕南海区

艺术四季系列活动等文化品

牌，整合提升南海区百村（居）

男子篮球赛、醒狮、龙舟、武术

等传统体育赛事活动，结合斯

诺克、徒步、定向越野等新兴

时尚体育运动，锻造南海体育

运动品牌。”黎妍表示，将着力

挖掘镇街本土特色，发动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扩大文体惠民

覆盖面。

结合村级工业园改造、旧

村改造，南海将充分利用闲置

空间建设社区体育公园、文化

小广场、休闲智能体育设施，

完善“十分钟文化圈、体育

圈”。黎妍特别提醒，这次新

冠肺炎疫情，更加凸显了提升

国民体质的必要性，各镇街要

充分利用辖区医疗卫生资源，

建立国民体质监测点，全面提

升国民体质监测进村居的覆

盖率。

挖掘镇街特色扩大文体惠民覆盖面

去年，省委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正式批复同意南海区

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

创新实验区，鼓励南海大胆试、

大胆闯、自主改，奋力在城乡全

面融合、乡村全面振兴、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上走在全国前列。

发展乡村旅游，正是南海实现

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乡村并非低密度的城镇，

而是与城镇互补共生的独特

体系。良好的生态环境、淳朴

的乡风民俗、邻里相望的田园

生活是乡村的重要旅游资源。

“事实上，建设乡村旅游

新业态、优化乡村产业结构方

面，我们各个镇街都有存量、

有基础。”黎妍指出。比如，不

久前桂城出台的《桂城街道推

动平洲玉器珠宝小镇焕发新活

力行动方案》提出，要把平洲玉

器珠宝小镇建设成产业最优、

服务最佳、配套最全、文化最浓

的珠宝产业基地，未来可期。

又如，去年佛山市“美丽文明村

居”验收，3个满分村居全在南

海丹灶，丹灶应该积极思考用

活康园，做好康园与“满分村

居”的联动，搞活乡村旅游。

“我们要依托历史文化底

蕴和资源整合优势，按‘因地

制宜、错位发展’原则，发挥文

化在区域发展中的引领带动

作用，促进文化与商业、旅游、

创意设计、休闲体育相结合，通

过文体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推动

乡村产业振兴，使城乡产业、消

费形成互动、互补。”黎妍说。她

透露，今年南海将充分挖掘农业

生态资源和休闲体验资源，目标

是引导乡村旅游向特色化、精

品化、集聚化方向发展。

深挖资源把乡村旅游做大做强

南海处于粤港澳大湾区

腹地，粤港澳合作高端服务示

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为南

海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大的

机遇和广阔的空间。面对新

机遇，南海必须在提升舆论引

导力、传播力上下狠功夫，讲

好南海故事，增加南海人文厚

度，让南海成为近者悦、远者

来、居者安的高品质城市。

如何讲好南海故事？会

议要求，新的一年，各级党委

要强化“大宣传”的工作理念，

从各自职能出发，配强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队伍，锻造新时代

南海宣传思想文化铁军，构建

起全区“一盘棋”的大宣传大

文化的新格局。全区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队伍要开展“四

力”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练

好内功，练好本领，不断提高

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的能力。

与此同时，南海将持续探

索融媒创新路径，加快区融媒

体中心建设，更好地引导群

众、服务群众，打通宣传工作

“最后一公里”。

“我们要主动适应5G时

代传播规律，充分利用移动互

联网思维开展新媒体宣传，全

面提升全媒体宣传矩阵，构建

高端媒体、短视频及社会化

App有机错位、优势互补的南

海宣传舆论阵地。”黎妍表示，

新的一年，南海将不断巩固

提升新时代南海家书平台，

完善线上“南海家书”小程

序，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的实

时分析，实现对社会思潮变

化的准确判断。同时，深化

政媒合作，大力创新创优新闻

服务，通过“大策划、大联动、

大宣传”方式，扩大城市形象

品牌影响力。

构建“一盘棋”大宣传大文化新格局

文/珠江时报记者陈焯莹苏绮玲柯凌娜

全区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成绩单

今年将新增一张
“网红城市”名片

推动历史文化资源
焕发时代光辉

■在千灯湖举行的南海首届公共艺术展，成为了一种流量担当。（资料图片） 实习生/廖明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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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高扬
干事激情，迸发奋进力量，守正创新，凝
心聚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上了新台阶，
主要体现了五个“全面提升”。

此外，南海区还获评了“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县级）、“中国营商环境百佳试点
县（区）”、“中国十大特色休闲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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