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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水小镇”是南海布局文旅产业的

又一重要项目。小镇文化底蕴深厚，区位

优势明显，是南海区高标准打造的文旅标

杆项目。南海区委、区政府将为小镇建设

提供最优服务，创造最好环境，在社会各

界共同努力下，将小镇打造成全国性水主

题文旅产业新高地和城产融合新标杆，实

现政府、企业、村民共赢的局面。 

南海将继续按照东部“文化 +创意”、

中部“文化 + 商业”“文化 + 科技”、西

部“文化 + 旅游”布局，大力推进建川新

中国百年博物馆、宋城·佛山千古情景区、

三大文体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启动有为

馆规划，充分发挥樵山文化中心、飞鸿馆

载体功能，加快打造一批独具岭南特色的

文化地标，让城市因文化而更具魅力。

区长顾耀辉：

叠水小镇邀您来玩“龙船漂移”
将打造成水主题文旅产业新高地和城产融合新标杆

南海千亿打造广东文旅产业新高地。9 月 22 日，“叠水小镇”文旅项目签约仪

式在桂城举行。该项目位于桂城街道叠滘片区，紧邻千灯湖金融高新区，规划用地超

4000 亩，涵盖桂城叠南、叠北两个社区，总投资额将高达 1000 亿元。

接下来，“叠水小镇”将全力建成为“十载无超越，百载永传承”的全国性水主题

文旅产业新高地和城产融合新标杆。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卢赞玉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卢赞玉

文旅产业新高地
城产融合新标杆

“南海通”APP 及小程序来了！有了它，

市民点点手机就能实现政务办事预约、申办等，

还能办理水费、燃气费、教育缴费……

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

“南海通”，或直接扫描下方

图片二维码，即可下载使用。

“数治南海”新征程

南海加快推动
“数字政府”建设

以数字化治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五大项目开启

让城乡在“云端”融合，让治理与服务无界。9 月 22 日，南海区

举行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数字化治理工作推进会，发

布“数治南海”五大重点项目。

南海区区长顾耀辉表示，南海发布一系列“数治南海”

重点项目，目的就是要加快推动“数字政府”建

设更新迭代，为依托数字化治理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探索新路。

数字政府
建设成果

“数治南海”
五大

重磅项目

2018 年，南海启动“城

市大脑”一期建设，在经济

发展与社会治理中全面应用

人工智能、物联网、5G、大

数据等新技术。

城市大脑”汇聚了来自82 个数

源单位的 34.65 亿条数据，分为

总体态势、经济发展、人居环境、

政务服务、社会治理和广东金

融高新区六大板块 20 个专题，

实现“一图感知，一网统管”。

开设在线办事专区，全区所有政务服务事项均

将接入南海通，实现网上办理。

提供“智能秒办”“零跑动”等特色服务，企业、

市民足不出户即可办理社保、住房等超百种业务。

实施“免证办”服务，通过授权验证电子证照的方

式，减少办事材料，免除忘带证件来回跑腿的苦恼。

集成企业政策发布、解读、扶持资金申报等服

务，打造企业政策直通车。面向全区68个商协会，

3万多家会员企业，提供工商联会员服务，精准抄

送涉企政策，不断提高企业的获得感。

提供就诊和随访两种业务的预约，按预约时间

错峰就医，节省市民候诊时间，就医体验显著提升。

市民通过南海通 APP轻松实现生活费用支付，

在家动动手指就能办理水费、燃气费、教育缴费、

交通罚款等非税缴费服务，方便、快捷、不排队。

建立覆盖全区 288个村（社区）的网上代表联

络站，搭建群众联系代表的沟通桥梁，让代表更便

捷地听取选民的意见建议，接受选民监督，未依法

履职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足不出户即可在南海通 APP实现公交卡充值，

掌上一键搞掂。不用专门寻找充值服务点，就可以

随时随地办理交通卡充值业务，体验绿色公交出行。

疫情防控期间，依托“城市大

脑”作为统一数据中枢，开发

了大数据排查平台、“南海通”

战疫版小程序，打造了电子通

行证等功能模块，为政府联动

抗疫提供了数字化思维、信息

化支撑。

今年 9 月起，南海在全国首推

撤销区级行政服务中心实体

大厅收件窗口，在原有基础上

再下放 552 个区级事项，使各

镇（街道）实施事项增加至

1345 个，赋予基层更多的行

政审批自主权。

南海区城市大脑一期
上线暨二期规划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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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数字政府填表
报数管理系统启用

1
针对基层填表多、重复填

报、报表变化频繁等问题，广

东省选取南海区作为省数字政

府填表报数管理系统试点使用

地区。填表报数管理系统对确

需基层填报的表格做好归类、

整合，提高表格数据复用率。

南海区城乡融合大数据治理平台启用

“南海通”APP和“佛山南海通”小程序上线

“南海造”产品库上线

3

4

5

基于物联网、5G、大数据等新兴技术，采用“人

防 + 技防”的大数据治理新模式，通过铺设烟感、智

能门禁、安全用电、环保监测等十大类共计三万多个

物联传感设备，实现数据统筹、全息巡查、监测预警、

分析研判等十大“智治”功能，让社区实现“一网治理”。

“佛山南海通”（战疫版）小程序迭代升级，

全新打造“南海通”APP，面向市民、企业、公职

人员打造的全区统一移动公共服务平台。APP、小

程序将接入 1000 多项政务服务项目，50 多项生活

和企业服务，让用户实现“一屏畅享南海”。

将分批引导本地企业入库，为本地企业产品搭

建集聚展示平台，畅通供需对接渠道，鼓励采购方

优先选择平台内优质产品，更好地支持地方企业和

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升区域品牌影响力，助推南海

制造业集群发展壮大、转型升级。

城市大脑二期将以 5G、物

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等

新基建为载体，搭建起“1+3+N”

的框架体系，即：形成一套统一

管理标准，建设区镇村三级城市

大脑，并创造N个应用新场景，

通过实时数据共享和大数据分

析，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现

代化城市管理。

知多 D 有了“南海通” 生活超方便

“南海通”提供哪些服务

如何下载“南海通”APP

政务服务

企业服务

社区卫生预约服务

城市移动支付

人大服务

广佛通充值

南海通

叠水小镇怎么建

叠水小镇有什么特色

一核 叠水小镇精神核 两翼 城市开放轴 / 人文精神轴

五区

闭合双溪水网 , 环抱文化核心。一环 水镇漫游环

文化
核心区

创意
办公区 商旅

配套区

公共
服务区

配套
居住区

1 文化核心区

2 商旅配套区

文化核心区将传承三大文化线索，囊括“食、住、行、

游、购、娱”六类体验，形成 “岭南风情坊”“漂移龙船

坊”“十番茶坊”“非遗游坊”“创意文坊”“曲演艺坊”“珍

馐乐坊”“品庆喜坊” “美居悦坊”新双溪九坊。

该区域秉承“吸引人、留住人”的理念，重点打造三

种特色游览体验路线。

岭南风情坊

核心
游览路线

古村落
漫游路线

双溪水景
游览路线

漂移龙船坊

将带领游客穿梭新叠滘墟、双溪八桥等地，在

双溪茶楼溯源八景原貌，体验独特的双溪街市

文化。

贯穿南北，链接各区板块，打造精华式全天候

旅游体验。

以彩虹步道链接现存祠堂、庙宇及特色古村落，

打造地缘深度特色游览体验。

拓展改造既有水网，编织成环，并联通佛山水道，

未来乘船可达千灯湖水域。

传承双溪多湾浅窄的特有风貌，除了在端午近

观龙船漂移大赛，在龙船学校参与漂移体验与

培训，还可乘龙船夜游，沉醉于花灯光影。

政府主导 企业实施 村民参与

开发原则

项目目标

项目思路

●与“城市客厅”千灯湖

相映衬的文旅新地标

●岭南广府文化的体验地

●独一无二的“龙船漂移”

城市展示区

●叠水小镇将对标乌镇、

古北水镇打造出文旅水主

题精品项目。

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

挖掘历史、传承文化”的

规划思路，保留了文旅区

原有古建，政府对公共配

套区投入力度将加大。

项目开发

项目规划

● 3 年完成前期启动工作，

● 5 年初具规模完成核心文旅，

● 10 年建成文旅品牌叠水小镇。

项目规划用地超过 4000 亩，

涵盖叠南、叠北两个社区，总

投资额达 1000 亿元。按照计

划，该项目前期将打造成为广

佛地区家庭休闲旅游品牌，

初期可新增就业岗位6000个，

年均游客 300 万人次，年均

经济产值 20 亿元；未来则将

立足粤港澳，辐射全国市场，

全力打造全国性水主题的广

东文旅产业新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