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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家禅企亮相互联网+博览会
向外界展示禅城在智能家居、互联网+政务、机器人应用等领域的成果

珠江时报讯（记者/罗艳梅）昨
日，第二届中国（广东）国际
“互联
网+”
博览会（下称
“博览会”
）在广
东（潭洲）国际会展中心开幕。禅
城共有 73 家企业参展，向外界展
示了禅城在智能家居、互联网+政
务、
机器人应用等领域的成果。
禅城区委书记刘东豪等参观
走访了禅城企业展馆的情况。

禅企炫出
“黑科技”
本届博览会共有来自市内外
613家企业参展，
其中禅城参展企业
73家，
分别分布在智能制造展区、
前
沿技术展区、
智能家居生活展区、
智
慧城市展区、
“互联网+”
金融展区、
电
子商务展区、
创新创业展区等。
一台手机就能控制全屋灯
具、一台机器人可以替代八个工
人、一张图就网罗了禅城治安城
管环境卫生等问题……在博览
会上，来自禅城的参展企业“炫
出”的“黑科技”让观众们惊叹。
与 此 同 时 ，在 智 慧 城 市 展
区，
由禅城众多企业带来的 VR 体
验，
也令观众们过足瘾。戴上 VR
眼镜，就能在太空中漫游，体验极

■客户在思万奇科技公司展位上体验智能开关如何控制全屋电源。
速的过山车以及刺激的森林探
险。体验过后，
市民高先生兴奋地
说：
“今天特意过来体验一把，
感觉
太爽了，
智慧城市的发展步伐越来
越快了。
”
博览会上还展示了禅城区
互联网+政务的成效。在 2 号馆
前沿技术展区，中国航天集团展
示的禅城区社会综合治理云平

台吸引了一批观众的眼球。透
过屏幕，观众可以看到对禅城辖
区的立体实时监控情况。中国
航天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云平
台在 2.5D、平面、测绘、街景四种
地理信息图层叠加城市部件、摄
像头等信息，具备万亿次的计算
能力、2600T 海量数据的存储能
力和大数据分析检索能力。该负

珠江时报记者/穆纪武 摄
责人说：
“ 该平台将实现禅城区
18 个政府部门的综合执法、1357
个事项的整合，以便更好地发挥
应急事件的时效性和政府部门之
间协调合作的能力。
”

禅城IT企业超1500家
禅城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副
局长李浩向记者介绍，
在本届博览

会中，
禅城参展企业比上一届增加
了20家，
这反映了禅城互联网+产
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数据显
示，
目前，
区内已集聚 IT 类企业超
过 1500 家，其中物联网类企业超
过 200 家，云计算、大数据等相关
企业超过30家。
与此同时，禅城发展了一批
特色互联网+产业园区，如佛山
新媒体产业园致力于构建集数字
出版、电子商务、时尚设计、云计
算研发应用等新媒体机构于一体
的佛山“互联网+”生态商圈；广
东省（佛山）软件产业园已成为培
育 IT 企业的重要基地，目前，吸
引了 98 家物联网、RFID、软件开
发、电子商务、云计算等 IT 类企
业；佛山泛家居电商创意园打造
出了佛山市首个
“泛家居”电子商
务园区，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泛家
居产业为核心主题的电商园区。
目前，
各大主题产业园区招商
形势喜人，
服务平台不断完善，
对产
业的吸引集聚作用十分明显。

看看参展禅
企炫出的
“黑科技”

点赞禅城政务服务和文化传承
以找到，
此行令其开了眼界。
在佛山市实验中学，
该校的学
生展示了赛龙舟、
武术、
舞狮、
自行
车、
皮划艇等传统体育项目。看到
舞狮在梅花桩上蹦蹦跳跳，
代表团
成员不断发出惊呼。苏珊已是第四
次来佛山，
她一边参观一边用相机
拍摄着。
“佛山人十分热情、
善良，
舞
狮、
舞龙等传统节目十分精彩。
”
美国德克萨斯州福遍郡郡长
罗勃·厚博博士表示，
福遍郡和禅
城区是友好城市，
一直保持着友好
合作的关系，
目前福遍郡和禅城两
所学校有合作交流。
“这次是我们
来看禅城的学校，
下次邀请禅城到
福遍郡看我们的学校。
”
罗勃·厚博
表示，除了教育外，福遍郡希望能
和禅城在商贸上进行合作。
据悉，福遍郡政府代表团此
次访问禅城为期两天，
今日他们还
将参观陶博会、
绿岛湖等地。杜梅
表示，
禅城区政府将与福遍郡政府
代表团洽谈，
互相了解对方经济发
展现状及趋势，
掌握两地重点行业
的发展动态，
共同探讨未来在经济
贸易领域的合作方向。

■昨日，
杜梅陪同美国褔遍郡政府代表团参观魁奇路行政服务中心。

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 摄

打造总部财富人才三大聚集区

十二五期间
全区金融机构 838 家

该征求意见稿首先回顾了
“十二五”禅城金融业的发展情
况。在金融机构方面，截至 2015
年底，禅城区共有各类金融机构
及网点 838 家，从业人员约 4 万
人，
纳税共计21亿元。
珠江时报

金融业对禅城经济的贡献稳
步增长。数据显示，
“ 十二五”期
间，禅城区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
余额均保持在 3000 亿元和 2000
亿元的规模，在全市综合排名中
稳居第三。2015 年金融业增加值
为 111.29 亿元，占全区生产总值
的7.6%。
与此同时，禅城区企业挂牌
上市速度明显加快，
上市企业由 7
家快速增至 11 家，新三板挂牌企
业由零家增至9家。
未来 5 年，
禅城金融业的发展
将迎来许多新的机遇：一是，
“深
港通”启动在即，这将进一步提升
两地市场的流动性，促进两地在
金融、法律等各方面的融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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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心医院以南地块
征拆补偿方案出炉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汉坤）记者
昨日从禅城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获
悉，
《石湾镇中路以东、三友南路（禅城
中心医院）以南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
安置实施方案》
（下称禅城区中心医院
以南地块）近日出炉，根据该方案，此
次征收补偿主要实行货币补偿。
根据征收方案，本次征收范围内
的被征收房屋的功能主要为商铺、办
公用房、工业厂房、仓库等非住宅，征
收补偿主要实行货币补偿。国有出让
土地的收回补偿标准按该宗地第一次
出让取得的成本价的剩余使用年限余
额给予补偿。而国有划拨土地方面，
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用地的补偿，参照
农用地补偿标准每亩 75000 元进行补
偿，
填土费按 30000 元/亩计算。其他
用地性质的土地按评估价进行补偿。
办法明确，非住宅以货币补偿方
式进行补偿的，在规定时间内签约并
腾空交出房屋的，按建筑物补偿总额
（不含搬迁费、停产停业损失等主体以
外的补偿）10%的搬迁奖励。征收范
围内的工业厂房和仓库，则根据不同
的结构、使用年限给予补偿，
其中框架
结构补偿费最高，为 850 元/平方米；
水泥地面补偿费最低，
为 100 元/平方
米。此外，办法还明确了安置补偿费
和搬迁补助费等标准。

百名单身青年
下周六玫瑰友约

禅城区
“十三五”
金融业发展规划公开征求意见

珠江时报讯（记者/罗艳梅）为
加快金融业发展，
《禅城区“十三
五”金融业发展规划（征求意见
稿）》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出，
“十三五”期间，
佛山市禅城区在发展金融业方
面，将重点打造“总部聚集区、财
富聚集区和人才聚集区”
。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宏波 通讯员/
黄倩华）18日下午，
禅城区委常委、
统战
部部长杜梅带领佛山禅城海外联谊会
代表一行 13 人，
到禅城区对口帮扶村
廉江市龙潭村开展慰问活动。此行带
去一个大礼包：
禅城海外联谊会捐助善
款20多万元用于龙潭村扶贫工作。
为积极发挥统战优势作用，助力
精准扶贫，禅城区委统战部组织禅城
海外联谊会到对口扶贫村——廉江市
安铺镇龙潭村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当日下午，杜梅带领慰问团抵达
龙潭村后，冒着大雨走访慰问了 6 户
贫困户。每到一处，慰问团都会与贫
困家庭亲切交谈，
询问家庭贫困状况，
了解他们生活和家庭的情况，叮嘱他
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坚定生活的信
心，
勇敢面对困难，
努力改善生产和生
活条件，
争取早日脱贫，
并为贫困户送
上了慰问金和慰问品。
期间，杜梅一行来到了龙潭村村
委会，与安铺镇、龙潭村干部交流座
谈，详细了解了区委统战部对口扶贫
的工作进展，仔细询问区委统战部驻
村干部何传文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
就下一步扶贫、脱贫工作提出了意见
和建议。座谈期间，禅城海外联谊会
代表捐助 20 多万元善款，
用于龙潭村
扶贫工作，
助力扶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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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福遍郡政府代表团昨到访禅城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群飞）昨
日，
美国德克萨斯州福遍郡政府代
表团一行 8 人到访佛山市禅城区，
参观了禅城区行政服务中心魁奇
路大厅、佛山市实验中学、智慧新
城行政服务中心，高度点赞禅城
“一门式”
政务服务的便民利民，
赞
赏禅城学校传承传统文化的做
法。禅城区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杜
梅接待了访问团。
在魁奇路行政服务中心和智
慧新城行政服务中心，代表团参
观并体验了自助办理、网上办理、
一窗通办、婚姻登记等服务。
“首
先在咨询台进行咨询取号，然后
大约等 5 分钟就可以办事。”在魁
奇路行政服务中心，杜梅不时为
外国友人讲解。
36 个综合窗口能一窗通办
136 个事项、
异地办理身份证、
3分
钟完成港澳通行证签证......代表团
对这些便捷的服务连连称赞。美
国德克萨斯州休士顿市工程技术
总工浦浩德博士表示，禅城“一门
式”把政府服务智能化，群众办事
十分便捷，这种形式在美国也难

杜梅率队赴廉江
对口帮扶村慰问

时，2016 年互联网金融行业进行
了深度洗牌，整个行业由无序向
有序进化。

未来五年
构建三大聚集区
为此，
禅城确定金融业未来 5
年的发展目标是，重点打造“总部
聚集区、财富聚集区和人才聚集
区”，通过“三位一体”发展战略实
现全市金融资源在禅城区的高度
整合，进一步支持禅城区“强中
心”
战略。
“总部聚集区”是指充分利用
禅城区中心区位优势，结合金融
业发展基础，进一步强化禅城区
金融机构总部聚集区的地位。
“财

富聚集区”
是指发挥禅城区金融机
构和居民分布密度大的优势，
重点
发展财富管理业务，
引导和推动全
市资金在禅城区汇聚，
进一步巩固
禅城区金融业中心的地位，
为全市
实体经济发展储备充足基金。
“人
才聚集区”
是指充分贯彻区委区政
府
“人才强区”
“创新创业人才聚集
区”战略，出台一系列政策扶持措
施，
推动全市高端金融人才在禅城
区发展和创业。
根据目标，禅城将展开四方
面的重点工作：完善金融服务体
系、打造禅城金融特色、发展多层
次资本市场、加强区域金融发展
合作。
其中，在打造禅城金融特色

方面，禅城将创新发展财富管理
金融业态，积极争取“民间资本
管理公司试点”资格，出台专门
优 惠 政 策 ，重 点 打 造“ 创 富 小
镇”，聚焦发展民间理财业务；在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方面，禅城将
建立和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创新
财 政 资 金 直 接 对 创 业 者 、个 体
户、小微企业主的补贴方式，探
索设立“普惠金融发展基金”、建
立基于“金融信用信息共享服务
平台”的普惠金融数据库，引导
金融机构共同参与，激励禅城区
相关金融机构为上述三类主体
提供具有“普惠性质”的担保、贷
款、保险、社区金融综合服务等
产品。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颜梅）记者
昨日获悉，
“玫瑰友约·秋日邂逅”
禅城
区总工会职工交友联谊活动将于 10
月 29 日在高明盈香生态园举办，
目前
正接受报名。
活动从当日早上 9 点 30 分持续
至下午 4 点。另外，当日早上 8 点，相
关人员在岭南明珠体育馆东门集中上
车，乘坐大巴前往高明盈香生态园。
到达高明盈香生态园，
将首先进行
“友
情大闯关”——撕名牌和合力击球等
环节，
促进彼此了解。还有
“挞着爱火
花”
——烧烤环节、
自由体验机动项目
等活动，在游玩中进一步增进感情。
返回途中，工作人员还会在车上派发
心意卡，参与人员可各自填写心意贴
（姓名+电话+邀约话语），
直接交给心
仪对象。
据了解，本次联谊活动参加人数
约 100 人（男女各半），有良好职业道
德、年龄在 35 岁以下的单身青年可报
名。10 月 26 日前，有意者可将“姓
名 + 性 别 + 电 话 + 单 位 ”发 送 至
731771390@qq.com报名。
主办单位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
此次活动，旨在打造新时期工会服务
青年职工的特色品牌，为不同行业职
工提供认识和交流的机会，开启一段
美妙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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