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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落实省委
“1+1+9”
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
黄志豪在会上表示

培育超2000亿元新兴产业集群

项目为王
梳理11类77个重点项目

“我们梳理出了 11 大类 77 个
重点项目，并在后面附了两个表，
一个是这两年需要攻坚克难实现
倍增的指标，另一个是
‘抓落实求
突破’
的保障机制。”
黄志豪说，南
海将以《重点项目表》作为今年
“抓落实求突破”的工作指南，坚
持挂图作战，全力再造一个高质
量发展新南海。
黄志豪表示，南海将坚持项
目为王，以项目落实“一环两站”
建设，以项目引领新旧动能转换，
以项目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引领

再造一个新南海的新征程。
为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
遇，南海将围绕
“一环两站”
，推动
南海空间格局再造。在三龙湾南
海片区，重点抓好季华实验室、广
佛共建跨江大型综合体等一批标
志性项目建设；在佛山西站枢纽
新城，将利用官窑货场物流园区、
一汽大众铁路专用线，规划建设
智慧物流小镇，同时落实在佛山
西站预留广州 28 号线设站的方
案，争取开通佛山西站至香港西
九龙的高铁线路。
“我们要以项目引领新旧动
能转换，一手抓大项目的招商引
资，一手抓产业集群再造。”黄志
豪表示，南海将重点抓先进制造
类项目，集中力量推进制造业创
新；
抓科技创新类项目，努力把三
龙湾南海片区打造成粤港澳大湾
区的科创基地；抓现代服务类项
目，将大力发展金融、工业互联
网、
工业设计等现代服务业。
其中，在抓先进制造类项目
方面，南海将重点围绕“两高四
新”
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培育机器
人、新能源、新一代电子信息、军
民融合等新兴产业，
“我们计划培
育超 2000 亿元新兴产业集群，另
外在先进装备制造业、金属加工
及制品业、汽车制造业等行业内
培育超 1000 亿元的产业集群。”
黄志豪说。
村级工业园改造提升是南海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
今年南海大力推动村级工业园改

造，要完成 5000 亩的土地整理，
建成45 万平方米的产业载体。黄
志豪特别强调，如今南海的村级
工业园改造将突出连片，有别于
此前的“打补丁”思维，今年计划
推动 6 至 8 个千亩以上的村级工
业园改造，规划建设打造 100 个
集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主题产
业社区。

结果导向
推动关键指标实现倍增
“ 施 工 图 ”已 画 好 ，如 何 作
战？
“ 区委已经部署，区党政班子
成员、各部门党组书记、各镇街党
委书记、
镇长每人至少要抓 1 项能
体现南海虎威的重点项目。”
黄志
豪表示，要以结果导向，用指标说
话，
保障制度先行，
确保 77 个重点
项目落地开花结果。
“我们要以项目建设的实际
成效体现
‘抓落实求突破’。”
黄志
豪说，南海将以可考核、易衡量的
关键性指标检验项目建设成效，
以结果为导向，通过抓项目促投
资，推动城市更新、环境保护、科
创产业等多个领域实现倍增。
他特别提到，南海将推动几
个关键指标实现高质量倍增。比
如 ，2019 年 ，新 建 管 网 要 增 长
141%；
“ 两违”拆除面积要增长
100%；
村级工业园拆除土地面积
要 增 长 162% ，达 到 5000 亩 。
2020 年，城市更新项目土地面积
要实现倍增，认定或启动城市更

南海区委落实省委
“1+1+9”工作部署亮点
●以项目引领推动产业集群再造
培育超 2000 亿元新兴产业集群，
在先进装备制造业、
金属
加工及制品业、汽车制造业等行业内培育超 1000 亿元的
产业集群。

●推动关键指标实现高质量倍增
2019年，
新建管网要增长141%；
“两违”
拆除面积要实现100%增长；
村级工业园拆除土地面积要增长162%，
达到5000亩；
2020 年，
城市更新项目土地面积要实现倍增，
认定或启动城市更新
项目土地面积要达到7000亩；
千灯湖创投小镇基金机构要实现倍增；
港澳服务业注册企业在 2019~2020 年两年合计企业注册数量实现
倍增，
达410家以上。

●四方面探索
“抓落实求突破”的保障机制
●资金投入保障机制
●加快项目落地联动机制
新项目土地面积要达到 7000 亩；
千灯湖创投小镇基金机构要实现
倍 增 ；港 澳 服 务 业 注 册 企 业 在
2019-2020 年两年合计企业注册
数量要实现倍增，
达410家以上。
此外，南海还将重点在四方
面探索
“抓落实求突破”
的保障机
制，分别是资金投入保障机制、加

●政策兑现跟踪督导机制
●激励担当作为的新机制

快项目落地联动机制、政策兑现
跟踪督导机制，以及激励担当作
为的新机制。其中探索激励担当
机制，包括创建查治“两违”快速
拆除新机制，创建工程招投标依
法与高效相统一新机制，建立公
有资产参与城市建设管理运营新
模式。

香港南海同乡总会 510 位乡亲参观珠三角工匠精神展示馆、狮山芦塘吴村等地

乡亲邀请吴氏金箔参加香港佛山节
珠江时报讯（记者/孙茜 实习
生/李 雨 霖 通 讯 员/朱 晓 云 杨 玉
雁）昨日，香港南海同乡总会 510
位乡亲参观位于桂城的珠三角工
匠精神展示馆、大沥中联龙狮基
地、狮山芦塘吴村等地。广东省
政协常委、香港佛山社团总会主
席、香港南海同乡总会理事长邓
祐才当场发出邀请，希望吴氏金
箔参加今年 12 月初举办的第四届
香港佛山节。
昨日上午，香港南海同乡总
会组织乡亲们参观了位于桂城的
珠三角工匠精神展示馆、怡海港、
文翰湖，以及大沥中联龙狮基地、
凤池社区。下午，乡亲们走进孝
德湖公园，远眺孝德桥、行过孝德
长廊、
逗趣
“生仔石”
雕像、
瞻仰《叶
问》雕塑……由老中青三代人组
成的访问团欢声笑语不断，相机
的
“咔嚓”
声不绝于耳。
“家乡发展非常快，七个镇街
各有特色，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也让香港年轻人回家乡创业、就
业、生活更加便利。”生于 1983 的
香港南海黄岐同乡会会长廖宁威
说，他已经在平洲、禅城投资兴建
了公司，接下来会多带一些年轻
人回家乡创业就业。

■乡亲们走访狮山罗村孝德湖，
观看
“生仔石”
雕塑。
紧接着，香港乡亲们又参观
了狮山罗村状元公园、芦塘社区
吴村经济社，感受罗村“孝德、状

元、花灯、咏春”
四大文化，同微光
表演队一起表演非洲鼓。许多乡
亲还围观了佛山市级非遗金箔锻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 摄
造技艺传承人吴炜全现场制作金
箔作品。
“我亲身感受到金箔是‘真

金白银’的纯手工制作，刚刚已
经发出邀请，希望吴氏金箔可以
参加今年的第四届香港佛山
节！”邓祐才表示，
“ 整个佛山最
好的东西我都想展示在香港人
面前，广东省级非遗佛山吴氏金
箔就在其中。”
香港南海同乡总会常务副秘
书长蔡家沛表示，据统计香港有
近 60 万佛山人，前三届香港佛山
节让更多乡亲和香港人深入了解
了佛山，感受到血浓于水的亲情，
相信今年会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当晚，
510 名香港南海乡亲参
加了狮山镇政府组织的欢迎晚
宴。为感谢家乡政府的重视和支
持，
香港南海同乡总会访问团准备
了感谢状，
并致送给狮山镇委书记
林健。
“一直以来，各同乡会致力于
两地的发展和联谊，并慷慨解囊
资助家乡公益事业。”
狮山镇委委
员、统战委员杨大洪表示，在新一
轮发展中，希望乡亲们大力支持
和积极参与家乡的经济建设，把
更多更新的理念、技术、项目、信
息，以及更多更好的资本、人才带
回家乡，在支持家乡、反哺家乡中
发展自己、
壮大自己。

狮山镇第三届
“青春π”
系列活动启动

音乐会唱响中国梦 设计节激发新灵感
珠江时报讯（记者/肖坚 通讯
员/狮宣）草长莺飞处，青春踏春
来。昨日上午，2019 狮山镇第三
届“青春π”系列活动在东软华南
IT 创业园启动，200 多名来自南
海大学城的高校学生观看理想之
旅音乐会，参与再造设计节，放飞
青春活力与梦想。
“青春π，
我们追逐的未来，
大
胆放飞。
”
穿着红、黄、蓝、绿 4 色服
装的200多名大学生喊完口号，
将
手中的纸飞机往天空放飞，
“青春

珠江时报

π”
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随后，一场集红歌、快闪、街
舞、流行音乐、朗诵于一体的理想
之旅音乐会精彩上演。以“传承
红色精神，发挥青年力量”
为主题
的音乐会激励着现场青年一起唱
响青春中国梦，共同打造理想的
城市狮山。
与此同时，东软华南 IT 创业
园 1 号馆内举行的再造设计节吸
引了大批大学城师生参与。本次
设计节为期两周，融入“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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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文化”的内容，结合狮山镇传
统文化资源和产业优势，通过多
元互动体验、创新展览内容与提
供创意社交机会，打造与众不同
的创意空间。
“在里面形象地了解了狮山的
咏春文化、桃花文化等传统元素，
还有南海大学城创客达人的创意，
激发了自己的设计灵感，
提升了审
美水平。”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出版专业学生黄子杰说。
经过两年举办，
“青春π”
已成

为狮山城市青年创新创业文化活
动的 IP。今年的活动将向狮山更
广泛的基层延伸，由红色鎏金、青
春秀场、
“咏”
耀科创、
“球”
梦狮山
4 大板块以及 33 项主题组成，共
约 1500 场活动。本届活动围绕
实现“一个引领、三个示范”
，博爱
新城、西站枢纽城、大学城的“三
城”发展战略，通过科创主导、文
化助力等形成优循环、同发展、共
生态的创新型产业圈，助力狮山
城市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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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李华 通讯
员/曾彪）
“计划培育超 2000 亿元
新兴产业集群，推动城市更新、环
境保护、科创产业等领域关键指
标实现倍增，在四个方面探索
‘抓
落实求突破’的保障机制……”昨
日，在佛山市落实省委“1+1+9”
工作部署推进会上，市委常委、南
海区委书记黄志豪汇报了南海区
委落实省委
“1+1+9”
工作部署的
具体思路。
黄志豪表示，
目前南海已制定
了《2019-2020年南海区委落实省
委
“1+1+9”
工作部署的重点项目责
任分工表》
（简称《重点项目表》
），
梳
理出了11大类77个重点项目。南
海将以《重点项目表》作为改革开放
再出发的
“施工图”
，
挂图作战，
全力
再造高质量发展新南海。

珠江时报官方微信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文
化氛围的提升能有效推动城市建
设。”狮山镇委委员关钧宜说，希
望通过一系列党建、思想、文化、
体育、旅游、青年、志愿服务、创新
创业培训等活动，打造功能区块
到融合创新的人文平台，建设人
文氛围浓、极具人情味的都市型
狮山，实现以文引才、留才、活才
和育才，以文化力量开启狮山高
质量发展新征程。
（相关报道详见今日南海03版）

丹灶开展安全生产
和消防安全检查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陈雅
静）昨日下午，
丹灶镇领导兵分三路，
率安监、消防等部门深入到企业车
间、工地等开展安全生产检查，督促
企业进一步落实好安全生产制度，
同
时做好企业消防安全管理，
切实将安
全工作做到位。
丹灶镇委书记张应统率队首先
来到西城社区一间沙场，
重点检查该
沙场安全生产秩序监管、易燃易爆物
品放置等落实情况。经检查发现，
该
沙场存在漏设安全警示牌、乙炔与氧
气瓶放置不规范等安全隐患。此外，
该沙场长期在桥墩上堆放大量沙子，
考虑到沙堆易引发桥墩安全问题，
张
应统责令其整顿，
严格按要求做好安
全生产工作。
在西城社区一间食品加工场，
现
场卫生脏乱差，
生产车间不通风。检
查组指出，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高度重
视食品生产卫生安全问题，
该企业应
统一制定工作服、
佩戴卫生手套等。
同日下午，
丹灶镇党委委员陈亮
华率队来到荷村社区一家全屋定制
装修公司进行检查。该企业专注于
研发、生产、销售各类环保装饰材料、
环保建材产品。
检查组仔细检查了厂企内消防
设施，
并询问了公司负责人关于开展
消防演练、日常检查的频次以及万一
发生火灾的应急处理方法。公司负
责人表示，
公司内有一套完善的起火
应急预案，
平时对工作人员制定岗位
防火职责，
做到分工明、责任清、各负
其责，还会定期组织演练，万一发生
火情能迅速应急处理。
“企业在安全生产规范上做得不
错，
但也要注意厂企车间内安全设备
设施的维护，
定期检查及更新相关设
备。
”
陈亮华表示，
企业要培养所有从
业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
提高从业人
员预防事故、控制职业危害和应急处
理的能力。
据悉，丹灶镇将进一步强化重
点区域和行业的专项整治和管理，
不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以及安全
生产培训，防止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的发生。

狮山开展危化企业
安全生产检查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右 通讯
员/唐卓辉）昨日，狮山镇镇长黄伟明
带队深入辖区的佛山市南海一三化学
有限公司和远轻铝业(广东)有限公司，
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狮山镇近日召开了关于吸取
“3·21
江苏盐城化工厂爆炸事故教训”
的工作
会议，
并针对辖区重点风险点危险源
开展一轮专项检查行动。
昨日下午，检查组首先来到佛山
市南海一三化学有限公司。该公司位
于狮山镇松夏工业园，主要从事合成
革着色剂、塑料着色剂、印刷油墨、塑
料油墨的生产和销售，属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检查组先后检查了该企业
的生产车间、环保设备、隔离仓库等，
只见厂区各处都设置有安全生产提醒
警示语、
安全生产条例规定、
企业管理
员安全职责等内容。同时，该企业按
照规定在相应位置配备了各式灭火
器、
消防水池等安全管理设备。
“我们会严格管理进货情况，各
种原料都有详细备案。
”
该企业相关负
责人介绍，
企业2017 年购买了安全生
产责任险并持续至今，
同时于2017 年
年底至 2018 年年初完成了企业风险
双重管控工作。
“整个厂区很整洁，没有乱堆放
的行为。
”
随行检查的化工专家钟汉强
同时建议，
“仓库中的原料等要在显眼
位置增加中文标识，另外环保设备要
加强管理和维护。
”
黄伟明强调，一定要严格控制好
外来运输车辆的进出，
“尤其是危化品
原料运输车辆和司机，
最好固定
‘专车
专人’
，
以免因车辆设备问题或司机经
验不足导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
检查组还来到位于狮山镇长虹
岭工业园长兴路的远轻铝业(广东)有
限公司。该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汽车
用铝合金轮毂的企业。检查组深入其
生产车间进行检查，
详细询问、
了解了
整个生产流程及具体的安全生产管理
方法方式，并提出要加强各车间设备
的中文标识及中文安全生产操作提
醒，
加强员工的安全生产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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