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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A032020年12月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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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西樵山片区是南海城

乡融合发展示范片区之一，

片区东起樵九路、北江，西至

樵高路，南至西二环高速，北

至官山涌，面积约32平方公

里，涉及山根、儒溪、岭西等

10个村居。片区内共有25
个建设项目，包括城市功能

提升（5个）、连片村级工业园

改造（11个）、连片乡村振兴

示范区（9个）三大类，总投资

约158.7亿元，预计三年投

资80亿元。

不久前，西樵镇儒溪村

桥顶升施工如期开工，这将

对打通15公里樵山碧道生

态观光旅游线路，实现从山

南-渔耕粤韵文化园--听音

湖水上生态观光发挥巨大作

用。

在坐拥西樵山国家5A
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

优质生态和旅游资源的环西

樵山片区建设过程中，拓展文

旅产业形态、高标准构建全域

文旅产业大格局与打造绿色

生态发展空间无疑是相辅相

成的关系。

这也与《南海区城乡融

合发展示范片区建设行动方

案》对该片区设定的发展定

位不谋而合：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交流中心、文化旅游产

业集聚区。

而在西樵的文旅产业

发展版图中，听音湖片区稳

居未来的“C位”。目前，该

片区内的樵山文化中心正

作为引进高端会展业的重

要载体，逐渐成长为佛山西

部高端会议展览中心。而

即将在年底动工的有为馆、

即将在明年建成开业的佛

山千古情项目和听音湖美

食轩项目、已经对外开放的

飞鸿馆功夫馆、龙舟作坊展

陈等都将成为西樵文旅产

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更值得期待的是，未来，

西樵还将以水网、绿网、轨

道、绿道等将万亩桑基鱼塘

片区、山南片区、听音湖片区

和官山城区串联起来，实施

乡村旅游资源连片整合。届

时，游客可以在渔耕粤韵文

化旅游园乘船到儒溪村游

玩，再乘船到听音湖散步，晚

上在佛山千古情看演出……

“未来环西樵山片区将

实现第一、二、三产业联动，

生产、生活、生态融合，既有

现代高标准水产产业园，也

有丰富的文旅资源，也有科

创型现代产业园区。真正融

合城乡，符合改革的初衷。”

关海权憧憬道。

目前，西樵正抓住创建

国家生态公园的契机，推动

桑基鱼塘环境整治提升，发

展现代高标准水产业。近

日，位于西樵镇的广东佛山

基塘农业系统项目更被授予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牌

匾。

接下来，西樵镇还将继

续推进北江滨江岸线二期

建设，打造 13公里北江滨

水景观带，同时重点推进

官山涌流域治理，实现水

清岸绿的场景，把官山涌

一河两岸打造成独具岭南

特色的滨水城镇。

打造南海西部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标杆区
西樵镇将全力建设环西樵山片区，实现产业与生态、城镇与乡村融合发展

从空中俯瞰，环西樵山
片区既有老城区，也有新建
城区；既有成片农田坑塘，也
有连片村级工业园，仿佛就
是西樵镇的一个缩影。作为
南海区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
新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
区”）的示范区之一，环西樵
山片区承担着南海城乡融合
“开路先锋”的重要角色。

11月30日，西樵镇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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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主攻方向，分解具
体任务。未来3~5年，西樵
将通过科学布局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重新唤醒“三生”
空间活力，努力实现产业与
生态、城镇与乡村融合发展，
将环西樵山片区打造成南海
西部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标杆
区。

“约10年前，一个首次来

访西樵的外国客商想要来此投

资，但他在西樵兜了一圈之后

对我说，‘我很难判断西樵到底

是城市还是农村’。”西樵镇委

书记关海权回忆道。这个事例

生动说明了西樵的城乡界限、

空间结构不明显。

在关海权看来，南海区推

进实验区建设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实验区建设既是改革创新

的“试验田”，也是赋能南海高

质量发展的“加速器”，西樵也

将以此为契机，优化提升生产、

生活和生态空间。

改革开放后，得益于“六个

轮子一起转，三大产业齐发展”

的“南海模式”，南海取得了社

会经济的巨大成就。但与南海

其他镇街一样，西樵镇四处开

花的土地利用模式也造成了用

地布局不科学、土地利用破碎

化等突出问题，进而影响了土

地的利用效率，造成了区域发

展不平衡问题，影响了西樵的

进一步发展。

今年，西樵镇提出“空间赋

能，聚力打造产业发展新西樵”

的工作主线，在村级工业园升

级改造上“下苦功”。年初，西

樵镇设立2亿元专项资金激发

村居、企业投身到村改热潮

中。截至目前，西樵镇已累计

完成村级工业园拆除整理约

6324亩，已建共约30万平方

米产业载体，已完成村级工业

园综合整治面积6605亩。均

完成了南海区下达给西樵镇本

年度的村级工业园拆除整理以

及综合整治的目标。

“我们会以村级工业园升

级改造促进生产空间改善，目前

效果已初显，不少村改项目逐步

驶上快车道。”关海权说。

其中，五八科创园、伟安科

创园等重点产业载体项目已经

进入施工的尾声，招商正在火

热进行中。首个公有物业高层

工业载体三门产业园已建成并

对外招商，五八科创园项目作

为佛山南海首例可分割销售集

体流转工改工项目，目前部分

建筑已经封顶，预计在12月能

够全部主体结构封顶，争取在

12月启动腾龙湾区数据服务

中心项目约18万平方米产业

载体建设。另据统计，今年以

来，西樵镇已完成村级工业园

项目投资额约5亿元（含产业

载体建设项目的投资额）。

西樵镇副镇长梁颖豪透

露，西樵正在谋划改造面积超

百亩甚至千亩的项目，探索多

元化的改造模式。具体拟通过

“国有+集体、出让+出租、商住+
产业”的混合改造模式，以减轻

资金压力，吸引有实力的投资

方参与改造。这样一来，西樵

将腾出更多空间引进新产业，

优化产业结构，比如主动承接

深圳科技产业外溢，引进一批

高新科技企业。

打造优质生产空间

今年10月，位于环西樵

山片区核心区域的西樵镇七

星村闸边经济社的内部道路

上粉黛盛开，吸引大批市民、

游客前往“打卡”，为该经济

社的环境点赞，成为当时不

少西樵人朋友圈的“头条”。

这都得益于闸边经济社

已经完成的雨污分流、三线

落地、公园建设等项目，使全

村的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闸边经济社社长陆展能

介绍，由于闸边经济社的旧

村巷比较窄小，在推进这一

系列改造工程时不可避免

会碰到群众不理解的情况，

他们都会尽力安抚，根据群

众提议适当修改建设方

案。最终，依靠经济社干

部、党员和群众的力量，改

造后的闸边经济社已然成

为西樵镇乡村振兴示范村

（自然村一级）。

而附近的山根社区就把

社区的保洁工作交给“大市

政”——专业的保洁公司，在

保证每日全面清扫、垃圾日

产日清的基础上，定时“除四

害”，并表决通过村规民约，

建立长效维护管理机制，巩

固人居环境整治的成果。

放眼全镇，目前已经有

13个村居签约大市政服务，

7个村居签订小市政服务。

这得益于西樵镇政府对大市

政走进村居的优惠政策。

为巩固农村人居环境的

整治成果，西樵镇实事求是

地对位于不同区域的村居进

行不同比例的补贴：对处于

核心区域的村居实行大市政

补贴80%，对经济一般村居

补贴60%，对经济相对好的

村居补贴40%，对经济较弱

的村居则以奖代补。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

中，如何发挥党建引领和群

众的力量更是工作落地的关

键所在。

西樵镇党委副书记何宏

图在会上强调，各村居要通

过村居换届把人员力量配

强，提升党员比例，继续推进

经济社一级的党群服务中心

阵地建设，使阵地延伸到经

济社最基层一级，推行重大

事项党员首议制和党员“三

亮”工程，加大党员培训教

育。“要通过党员干部联系群

众、发动群众参与到乡村振

兴工作中。”他说。

如今在西樵，越来越多

的农村社区出现了“逆行

者”，即原先已经搬到外面小

区住的村民又搬回村里居

住。西樵镇崇北社区党委书

记刘纯维说：“现在村里的环

境变好了，整洁卫生，还有镇

巴开进村里，越来越多之前

搬到外面住的村民都搬回来

了，都说住在村里比小区要

‘香’！”

乡村振兴正为群众创造

他们所向往的生活空间。

打造绿色生态发展空间

打造群众向往的生活空间

文/珠江时报记者钟泽诗通讯员关蕴琪

高标准规划五大产业片

区，总面积约14115亩，包

括听音湖拓展区、山北片区、西

江片区、三乡片区、山南片区；

截至目前，西樵镇累计完

成村级工业园拆除整理约

6324亩，其中已完成物理

拆除约1232亩，河岗工业

区等一批重点村级工业园项

目取得重大进展；

已完成村级工业园项目

投资额约5亿元（含产业载体

建设项目的投资额）；

已完成包括河滨公园改

造项目及平沙水保区整治项

目在内的复垦复绿工作，累计

完成复垦复绿项目拆除整理

面积超300亩；

已建约30万平方米产

业载体，在建约14万平方米

产业载体，争取在12月启动腾

龙湾区数据服务中心项目约

18万平方米产业载体建设；

已完成村级工业园综合

整治面积6605亩；

探 索 多 元 化 的 改 造 模

式。拟通过“国有+集体、出

让+出租、商住+产业”的混合

改造模式，以减轻资金压力，吸

引有实力的投资方参与改造。

西樵推进
城乡融合发展

进度条

2020年，西樵镇持续开展

“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截至目

前已清理卫生黑点4300处，

清理垃圾4300吨；

目前，全镇已有13个村

居签约大市政服务，7个村居

签订小市政服务，17 个村

（居）制定并通过了《卫生公

约》，为农村卫生的长效保洁

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强

硬的团队支持；
对镇内主要交通干道沿

线两侧范围内的田（塘）头窝

棚整治提升，建设美观安全的

“田间小屋”，目前一期工程已

完成，二期工程完成总工程量

的95%；
结合岭南特色建筑风格，

统一公厕外立面和指引标识

样式，大力开展农村户用卫生

厕所建设和改造，目前已完成

建设113个，完成今年公厕

建设任务的65%；
全镇238个乡村振兴

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其中，65
个项目已完成，50个项目正

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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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赋能

乡村振兴

发展“文旅+”

制图/李世鹏

■五八科创园是南海首例可分割销售集体流转工改工项目，目前部分建筑已封顶，全部主体结构预计12月10日封顶。

■儒溪村通过人居环境整治，推动乡村振兴。

■俯瞰北江河滨公园，展示西樵城乡融合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