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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佛山三龙湾南海片区紧紧围

绕市、区“把三龙湾打造成引领佛山推进大

湾区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龙头引擎”的

部署和要求，坚持“广佛科技城，湾区第一站”

的发展定位，以及“一轴一带三极”的产业

布局，在招商、规划、建设等方面凝心聚力

抓落实、主动作为求突破，全面开启三龙湾

南海片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2021 年，三龙湾南海片区将坚决把区

位优势转化为区位责任，切实推动各项建设

发展工作，加速成为扩大开放合作的“主动

者”、创新驱动发展的“主战场”、“小而精、

秀而美”区域的“领头羊”。

高端创新集聚区建设全面提速

加快融入区域发展新格局

2020 年，三龙湾南海片区投资热度不断提升、

创新创业环境不断优化，重点项目和高端人才成为

片区“育新机开新局”的强力引擎。

一个区域火不火，市场说了算。2020 年，三

龙湾南海片区土地价值得到充分释放，澳门城二期、

林岳 TOD、三龙湾（南海）天空之城、国际社区、

泓胜科技、虎牙全球研发总部抢滩进驻，成为广佛

地区最受市场关注、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

以季华实验室为中心，三龙湾南海片区大力

引进国内外知名科创企业总部或研发中心。目前，

虎牙全球研发总部、移远通信、利泰集团等一批百

亿级企业落户。

随着广佛全域同城化、广佛高质量发展融

合试验区等多重机遇的叠加，三龙湾南海片区站

上了新的发展风口。集聚高端创新要素，打造佛

山创新极核的初心和使命早已深深烙印在它的身

上。

2020 年，三龙湾南海片区以开放为担当，

成为新一轮扩大开放合作的“先行者”，同时不

断完善与广州的合作机制，着力破解行政壁垒。

在广佛极点的格局下，三龙湾南海片区以大

湾区视野，大力推进与广州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加快融入区域发展新格局。放眼广佛，三龙湾南

海片区正在打造一座新城，一座以连接为功能、

以创新为使命、以开放为担当的广佛科技城。

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三龙湾南海片区以

“八横七纵”骨干路网为核心，全力打造“外联内

畅、四通八达”的便捷高效综合交通体系。目前，

三龙湾大道景观、交通工程有序推进，将打造成为

佛山的门户大道，成为国内最长、功能最全的首条

5G 智慧大道；林荫大道下穿泰山路隧道工程先

行实施段已基本完工。

除了在交通建设上发力，三龙

湾南海片区在生态环境建设上也

狠抓落实，围绕“美丽三山”

三年行动计划，着力建设“两

山、两带、一湖、一岛”的

美丽三山生态景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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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龙湾南海片区2020发展成绩

2020 大事记
1 月 18日

三龙湾南海片区建设局举

办重点项目开放日活动，

组织百名市民实地参观三

山森林公园、高铁公园和

电竞文创产业中心。

4 月 20日

三龙湾南海片区交通规划

建设会召开，提出在交通

规划上加速实现广佛交通

“一张网、一张票、一座城”。

5 月 21日

佛山三龙湾文翰湖国际科

创小镇核心区规划发布会

在深圳举行，全力打造广

佛科技城的极核。

6 月 9日

佛山三龙湾一周年重大项目

签约活动在潭州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15个项目签约落户，

其中广佛荟等5大重磅项目

落户三龙湾南海片区，投资

总额超过130亿元。

6 月 30日

三山森林公园一期、文瀚湖

公园二期、高铁公园核心区

E区陆续对外开放。

11 月 11 日

虎牙科技正式落地三龙湾南

海片区，建设全球研发总部。

7 月 2日

三龙湾南海片区重磅发布

“美丽三山”三年行动计

划，2020 年至 2022年将投

入 32.3 亿元，建设超 100

个公园绿地空间和超50公

里滨水碧道等。

9月 25日

南海区国家高层次人才创业

深度行暨海创人才创新创

业基地启动仪式在三龙湾

南海片区举行，23位国家

高层次人才汇聚文翰湖。

12 月 4日

佛山三龙湾南海片区举办

“活力三山，闯越未来”——

青年定向越野活动，激发三

龙湾南海片区广大青年人才

干事创业的动力和活力。

12 月 31日

佛山三龙湾站（广珠西线高

速）启用仪式举行，广珠西

线高速“石洲”收费站更名

为“三龙湾”收费站。

规划引领项目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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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配套
建设

顺利召开交通

规划发布会，

以“八横七纵”

骨干路网为核

心，全力打造

“外联内畅、

四通八达”的

便捷高效综合

交通体系。

成功举办三大公

园启用暨“美丽

三山”三年行动

计划发布会，着

力建设“两山、

两带、一湖、一岛”

的美丽三山生态

景观格局。三山

森林公园一期、

文瀚湖公园二期、

高铁公园核心区

E区已对外开放。

已理顺 690 亩历

史用地手续，并

成功申报“2020

年粤港澳大湾区

市政和产业园区

基础设施专项债

券（五期）三龙

湾南海片区启动

区工业区改造提

升和公服配套建

设项目专项债券

项目”。

保利华侨城云

禧园、中海文

锦国际、中交

泷湾云城、龙

光玖里江湾和

万科天空之城、

辰美国际学校

等多个项目已

启动，配套日

趋完善，为产

业发展提供强

有力支撑。

2020 年主要实施的重大项目共 总投资个 亿元48 53.67

已经开工的项目共有 投资 亿元个24 25.24

拟建项目 总投资 亿元个24 28.43

片区土地价值充分释放

共计出让国有土地 6 块，包括

澳门城二期、林岳 TOD、三龙
湾（南海）天空之城、国际社区、

泓胜科技、虎牙全球研发总部等

地块，总金额超 175 亿元，成

为广佛地区最受市场关注、最具
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

01
总部企业争相落户

在深圳举办三龙湾文翰湖国际科

创小镇核心区规划发布会，以季

华实验室为中心，大力引进国内

外知名科创企业总部或研发中心。

目前，虎牙全球研发总部、移远

通信、利泰集团等一批百亿级企

业落户。

02

在建、在谈项目热火朝天

在建项目 23 个，计划总投

资 174.2 亿元，目前已累计

投资 66.33 亿元，其中澳门

城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期、天
空之城已经动工。

在谈的产业项目共 17 个，计

划总投资额约 150 亿元，涵

盖互联网、5G 物联网、生
物医药、新材料等龙头企业

总部、湾区总部、研发总部

项目。

03
创新创业环境不断优化

季华实验室一期拟进驻含全职院士在内

的科创人才近千人，二期已启动建设。

香港科技大学（佛山）科技成果转化中

心 2020 年底已进场装修。

粤港澳展示交流中心已累计进驻粤港澳

创业项目团队 29 支。

海创人才创新创业基地作为佛山首个面

向高层次人才打造的创新创业基地于

2020 年 9月正式启用，目前已进驻国

家高层次人才团队 2 个，拟进驻在谈团

队 5 个。

04

创新驱动创新驱动主战场主战场 区域发展区域发展领头羊领头羊开放合作开放合作主动者主动者
三龙湾南海片区三龙湾南海片区

招商引才双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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