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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广佛洼地优势 延续同城十年
“沥量”
大沥以
“国际贸易示范镇”
和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
的新定位，
继续做好
“同城先锋”
在这里，有广州人熟悉而亲切的“中山九路”，延续了省城的兴盛与繁华；
在这里，一头紧挨千年商都，一头连着制造大市，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黄金走廊”；
在这里，经过数百年的民间交往，人们仿佛早已模糊了广佛两地的边界，
“同城”之感从不陌生……这里就是大沥。
2009 年 3 月 19 日，广佛两地市长的手握在了一起，两地签署《广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设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广通同城化的正式启动。从城市建设到
产业发展再到文化交流，十年来，同城化的影响，让大沥这个连接广佛的小镇焕发了新的面貌。
如今，新的十年已经开启，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又成为了新的机遇。在同城新时代到来之时，历史交给大沥的任务依然是“同城先锋”。带着“国际贸易
示范镇”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崭新定位，大沥将持续聚焦“大城配套，小城生活；
大城资源，小城成本”的特色，继续与广州进行多方位的积极对接，
用更新的高度、更大的力度全面提升合作量级。

生活共享
借助光影文化
延续广佛情缘

■大沥计划把海
北片区打造成广
佛间的魅力湾
区。图为海北片
区的商业综合体。
（资料图片）

城市互融
提升城市品质 加快区域融合

在广州荔湾上班的陈敏最
岐爆发第一批商品房售卖热
近搬家了，她和男朋友都很满意
潮。随着这一热潮的推进，原本
这个“新家”：步行数分钟就能到
凌乱的黄岐地区开始渐渐变样，
达滘口地铁站、多条广州公交线
一批批中高档楼盘相继落成，让
路穿梭社区之中，租金却比以往
黄岐渐渐出落成如今这个充满
公 司 附 近 的 房 子 便 宜 了 一 半 “城市味”
的模样。
……但这里不是广州城区，而是
大沥在同城化的区域融合
位于大沥的黄岐片区。
中，一直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从广州中山八路一路西行， 广佛同城十年来，这股“城市味”
驶过珠江大桥到达芳村滘口，再
依然在不断蔓延着。
沿着广佛路走过一个公交站的
2015 年，
广州市荔湾区与佛
距离，就到了大沥黄岐。因为紧
山市南海区就签订了《共建广佛
挨着中山八路，这里又被称为
同城化合作示范区框架协议》，
“中山九路”。时至今日，广佛在
拟在五眼桥-滘口片区启动广佛
这里几乎已经融为一体，找不出
同城化综合开发治理试验片区，
明确的分界线。广州与大沥，有
共建
“广佛新城”
。2017 年，
大沥
着 26 公里的接壤线。广佛同城， 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对海北片
关键在“融”，作为广州地理上的
区城市设计方案进行了国际征
“邻居”，大沥的城市发展可以说
集，计划把这里打造成广佛间的
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广州的变
魅力湾区、创业者宜居乐岛、滨
迁而向前。
水商务休闲水岸。
1993 年，
广州地铁一号线响
而大沥今年的政府报告中，
锤动工，荔湾老城区开始拆迁， 提出积极承接广州中心城区辐
一些广州市民猛然发现，用当时
射，以广佛道路贯通为抓手，推
在广州市区买一套房的价钱，到
进广佛新城、海北新城建设，打
不远处的黄岐可以既买到房也
造广佛同城“桥头堡”。以片区
买到汽车。于是，这些“广州客” 提升加快区域融合，成为大沥在
便开始在黄岐置业，这也促使黄
广佛同城新时代的重要选择。

完善路网 紧密衔接两地资源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
紧密衔接广州交通路网。以交通
人有了跟陈敏一样的选择。连接
路网为切入点，大沥将可与广州
两地的便捷交通，是最重要的推
进行更为全面对接，从而吸纳和
动因素。
汇聚更多优质资源。
明朝时期，大沥商业发达，
除了路网建设外，在环境治
为加快对外商品贸易，连通广佛
理上，大沥与广州也有牵手。如
的第一条陆路交通——省佛通
今，大沥正通过全面落实“河长
衢就已开始建设。其时，沿线
制”，强化广佛跨界河涌治理，做
茶楼林立、商贾不绝。尽管省
好活水调水、
清淤保洁、
生态修复
佛通衢如今已经不复当年模
工程。去年 8 月，大沥镇与广州
样，但广佛路、广佛新干线、
穗盐
石围塘街道就联合启动了“广佛
路等，也都成为了大沥连接广州
同城·金雁护河”
跨界河涌民间小
的交通纽带。
河长巡逻队志愿服务，引导各个
大沥“黄金走廊”的美誉，便
年龄层的市民积极投身广佛跨界
是得益于连接广州与佛山城区的
河涌治理保护。
优越交通位置。因此，在同城新
与此同时 ，大 沥 还 将 通 过
时代，
交通路网的完善与对接，
将 “花满沥城”等举措，以及高标
进一步夯实大沥的优势。接下
准实施广佛交界区域、禅桂接
来，
大沥还要加快实施广佛路、
广
壤区域的出入口综合提升工
佛新干线和穗盐路的道路改造升
程，从灯光、标识、绿化、立面等
级，同时重点推进新干线下穿一
方面进行改造和美化。大沥将
环隧道、
广佛出口放射线二期、
大
对标广州、桂城，进一步提升城
坦沙大桥等重大工程建设，更加
市“颜值”。

产业对接
承接溢出资源 增强产业力量
纵观大沥的产业发展历程， 家们便开着小轿车到广州院校门
不难发现，大沥总会充分利用自
口，接送刚刚放下教鞭的大学教
身的价值
“洼地”
优势，
积极主动承
授到工厂“炒更”。在来自广州的
接广州人才、资金、商贸等方面的 “智力支持”
下，
大沥的产业发展迈
溢出资源。
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大沥
作为“广佛同城”的桥头堡、
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呈现厂房林立 “沥桂一体”
的先行区，
大沥依托广
的景观，
五金、
家具、
内衣等行业逐
州、佛山两市中心城区强大的市
渐崛起。新技术的开发离不开高
场消费力，孕育出强大的产业力
素质人才，高速的发展使企业对
量。广佛同城十年，不少企业看
人才的需求达到“饥渴”状态。于
中南海临近广州的“小城成本，大
是，到距离不远且高校林立的广
城配套”的优势，主动接受广佛都
州寻找
“星期六工程师”
，
成为了当
市圈的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
年大沥第一批民营企业家的“绝
大沥也在主动承接产业溢出
招”
。那时，
每到周末，
大沥的企业
资 源 ，提 升 自 己 的 产 业 发 展 水

平。为了方便全国各地的客商到
凤池采购，
2013 年夏天，
随着第十
五届中国（广州）国际建筑装饰博
览会开幕，
首届大沥（凤池）铝门窗
建材博览会开展。为了实现“引
流”，凤池展会主办方多年来一直
坚持在展会期间安排大巴往返广
州展馆和凤池两地，广州展会的
客商可以乘坐大巴直达凤池展
会，凤池展会上也有不少销售人
员“挤”上车去广州展会派发宣传
单，进行洽谈。如今，在这种资源
互补的助推下，凤池已经发展起
一年三展的规模，为大沥展贸打
造了一张新名片。

依托洼地效应 提升产业层次
“朋友说，在广佛路上走一
趟，一生中需要用到的东西几乎
都能买到。今天过来瞧瞧，果然
名不虚传。
”
应朋友之邀，
四川人田
芳最近趁着年假来到大沥住几
天，
当朋友开车带着她
“游”
了一遍
广佛路后，
她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上世纪 70 年代末，省佛通衢
古驿道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新
建成的广佛公路成为了广佛交往
的新纽带。那时，来自四川、重庆
乃至海南的汽车前往广州都要经
过这条道路，这为两旁的商铺带
来了旺盛的人气。越来越多人看
到商机，很快，16.5 公里的广佛路
沿线就生长出 38 个专业市场，每
年创造近 7000 亿元交易额。大
沥因此成为珠三角马路经济的夺
目样板。
事实上，广佛路有的不仅仅
是专业市场。广佛路距离广州市
区最短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再

加上比广州相对便宜的价格，如
今许多去广州参加展览会的客商
也选择到大沥住宿，近年来甚至
还有不少国际五星级酒店也选择
进驻于此。
在产业发展上，大沥作为广
佛同城的前沿阵地，大兴产业看
起来似乎是那么的理所当然。而
越来越多企业家对大沥的选择，
也折射了这一现实：广佛慧谷、广
佛 智 城 、广 佛 国 际 机 电 五 金 城
……一个又一个以“广佛”为名的
产业载体，这些年来在大沥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
作为一座以制造业为支柱性
产业的城市，佛山市的工业产值
多年来都位列全国前列。广州是
“千年商都”
，
而
“商”
也一直是大沥
的根与魂。大沥期望通过在产业

■广佛路是大沥连接广佛的交通纽带。

方面的提升，加快广佛的进一步
融合。2017 年 8 月，在广州琶洲
互联网创新集聚区，大沥镇举办
了“创新大沥向世界进发”全球招
商推介会暨重点项目路演活动，
大沥商贸指数正式上线，全球采
购中心
“黄金十条”
正式发布。
今年，大沥被区委区政府赋
予了打造
“国际贸易示范镇”
和
“高
端生产性服 务 业 集 聚 区 ”的 重
任。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速的
时代背景下，大沥将充分发挥广
佛之心的洼地效应，积极对接香
港、深圳、广州等地的现代创新资
源和展贸平台，
努力推动大沥的产
业体量和质量向更高层次迈进。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 摄

3 月 28 日上午，准备登上广州塔
游览的四川游客罗梓瑜，刚通过一楼
的检票口便看到了一排排精致的展
板，忍不住细细观看起来。
“这些摄影
作品都很有创意，有些还让人有所启
发。
”
当得知这些作品都出自国内唯一
主打创意摄影概念的全国性摄影活动
时，罗梓瑜忍不住把展览现场拍照发
到朋友圈。
这个摄影活动便是已举办多届的
“伯奇杯”
中国创意摄影展，
源于
“中国
照相机之父”邹伯奇的故乡——大
沥。为何此次会选择在广州首展？展
览主办方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这缘于
广佛两地延续多年的深厚情谊。
文化同源，是广佛同城最具群众
基础的一大优势。广州和佛山的民间
文化交往早有记载，而这又以大沥地
区最为繁盛。早在 500 多年前，大沥
的盐步地区便与广州荔湾以龙舟互相
“结契”，这一传统到现在仍然在每年
端午节期间上演。1956 年 6 月 13 日
端午节，
“盐步老龙”龙舟队应邀到广
州文化公园上演“旱地龙舟”，这可能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关广佛
同城民间交往最早的文献资料了。
除了龙舟以外，
每年的新春狮会、
北村生菜醒狮盛会等民俗盛事举行期
间，
广州也有不少醒狮前来拜年，
不断
增进两地情感交流。而本届
“伯奇杯”
中国创意摄影展首展在广州地标建筑
——广州塔举行，便是广佛同城十周
年的其中一个文化交流活动。面向大
湾区的广佛新布局，
未来，
大沥将以自
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越的地理优
势，推动广佛两地继续深化创新和文
化同城。

积极打造
同城生活
“样板间”

因为地理上与广州“无缝对接”，
下辖万科四季花城、中海金沙湾、沙面
新城、白天鹅花园等十多个楼盘的大
沥江北社区，成为了不少“新广佛人”
的定居首选。以中海金沙湾为例，据
不完全统计，小区内六至七成住户拥
有广州户籍或在广州工作。
自广佛同城提出以来，江北社区
通过直联等渠道，了解居民的所想所
需，并尽力链接更多资源优化人们的
“同城生活”
。例如争取途经大型小区
的公交线路与广州地铁站接驳，让居
民更便捷地穿梭于广佛两地。与
2003 年成立时相比，
如今江北社区内
的商业配套、交通网络、市政设施等有
了不小的提升。
日间在广州上班、晚上回南海居
住生活的“广佛候鸟”，在这里已是一
个常见的群体。这不仅让大沥辖区的
楼盘多了更多“广州业主”，也让本地
居民直接受惠——房屋的出租率常年
高居不下。根据大沥今年的工作计
划，
将打造 5 个镇级乡村振兴示范点，
其中便计划把东秀社区打造成广佛同
城示范社区。
依托这些广佛交界处社区的提
升，大沥期望未来可逐步打造出更多
广佛同城生活的“样板间”。此外，为
解决多元的人口服务需求，大沥镇还
每年投入数以千万的资金购买社工服
务等，不断扩大社区与人群的受惠覆
盖面。不难发现，广佛人优质同城生
活的
“大沥蓝本”
，
轮廓已经渐渐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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