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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六个维度
探索平洲玉器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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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科创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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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净水厂
地上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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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曾蓉 通

讯员/杜建新）1月5日下午，南海

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勇参加南海

区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桂城街道

代表团分组讨论，对桂城提出了4
点要求：以城市的开放保持首位

度，以创新的转化提升引领力，以

城乡的融合展示示范性，以对全

区的贡献彰显大局观。

在讨论中，王勇首先对桂

城党政班子的锐意进取、经济

保持健康发展、城市面貌日新

月异、市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社会美誉度日益彰显给予了高

度肯定。他表示，桂城的面积

占了全区的 7.8%，人口占

20%，GDP 占 20%，税收占

35.5%，零售额占 54.3%，可

见高层次高收入高消费都集中

在桂城，这是全区经济社会资

源向往的地方。

“‘长子’要有‘长子’的担

当。”王勇对桂城提出了4点要

求：一是以城市的开放保持首位

度。桂城是南海区无可撼动的

中心，“中心”的未来是怎样的？

是要对更广阔的世界开放，对大

湾区、广深、禅城开放，要对南海

西部、北部有辐射带动作用，让

人才、资金、信息等最活跃的经

济要素自由流动，使桂城牢牢保

持首位度。

二是以创新的转化提升引

领力。佛山对南海的科技研发

给予大力支持，为了支持季华实

验室，南海投入大量资源，建设

了三龙湾南海片区和南海新交

通。但目前研发投入对产业升

级的支持力度还不太理想，要扭

转这个局面，要产学研相结合，

要围绕企业创新发展的需求推

动科技平台的建立和发展。只

有创新驱动走在前面，动力机制

得以切实转化，桂城在南海的引

领力才能进一步提升。

三是以城乡的融合展示示

范性。南海是广东省城乡融合

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人口的城

市化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就没有

真正的城乡融合发展，因此报告

提出了“实现城乡居民就业收入

和生活品质均等化”的目标。桂

城发展得比较早，经济实力比较

强，人员素质比较高，已积累了

经验和教训，下一步要如何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既要有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的力度，也要有推动

乡村振兴以及提高城市品质的

温度，真正使城乡融合的南海模

式在桂城形成示范，并形成南海

经验推广至全省，完成省委的光

荣任务。

四是以对全区的贡献彰显

大局观。桂城有这样的发展条

件和基础，就应该有这样的担

当。区委区政府欣喜地看到桂

城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以一往无

前、舍我其谁的大气魄推动了近

期工作，更难得的是有自我革命

的、大无畏的、非常自信的，知耻

后勇的精神，着实令人很感动。

相信有了这种精神，桂城的明天

会更加美好。

桂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岑灼

雄说，桂城将不负区委区政府的

厚望，以“坐不住、等不起”的担

当，在“十四五”期间，在产业发

展、城市品质、居民幸福感等方

面争先突围，为建设现代化活力

新南海贡献桂城力量。

南海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勇寄语桂城

保持首位度提升引领力
展示示范性彰显大局观

桂城街道召开2022

征兵工作动员会议

一对一动员大学
毕业生报名参军

珠江时报讯（记者/丁当 通讯

员/梁辉焯）1月6日，桂城街道组

织召开2022征兵工作动员会议，

部署2022年征兵工作任务。

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

事处主任余辉表示，征兵工作是

国家大事，各社区在筹划今年工

作中，要提高政治站位，努力营

造征兵氛围，将征兵工作作为一

项重要工作来抓。“为部队输送

高学历、高素质兵源是国家征

兵工作导向，要加强对大学毕

业生的宣传力度。”余辉强调，

各社区要一对一动员大学毕业

生报名参军，深入细致地宣传

征兵和优抚政策，帮助应征青

年算好政治账、经济账和成才

账，为广大适龄青年踊跃报名

参军、投身强军伟业创造良好

条件，鼓励、引导他们积极投身

到部队锻炼成才。

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卢

启良说，桂城街道征兵体检将在

2022年 1月 18日启动，各社区

和有关单位需按街道2022年征

兵计划，根据情况适时召开征兵

动员会，组织适龄青年参加体

检，做到征兵、防疫两不误，落实

好廉洁征兵各项制度，切实营造

公平、公正、公开的征兵环境。

2021年是国家实行“一年两

征”的第一年，桂城街道认真贯

彻落实征兵工作有关要求，注重

抓好平时征兵工作准备，强化宣

传工作，各社区共推荐1269名适

龄青年上站体检。经过体检、政

审和役前集训考核，最终有73名

青年（含女兵2名）被批准入伍，

新兵大专以上学历有55人，占新

兵总数的78%，其中大学毕业生

15人。

当天的会议还表彰了一批

工作先进单位。在2021年征兵

工作中，街道有34个社区完成征

兵任务，其中叠北社区、平南社

区、夏西社区、林岳社区、中区社

区、凤鸣社区、桂花社区7个社区

超额完成任务并连续两年保持

征集兵员3人以上，荣获“2021

年征兵工作标兵单位”称号。

桂城街道党工委委员梁启

聪提出，桂城较好地完成了2021

年兵员征集任务，但仍然存在体

检合格率偏低、兵员质量不高、

宣传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希望各

单位引起重视，认真解决问题，

确保按时、保质、高效完成2022

年的征兵任务。

扫码了解征兵工作详情。

桂城坐落在广佛同城前沿地

带，交通发达，无论是融入大湾

区，还是广佛全域同城化发展，均

有明显优势。2021年，南海有

轨电车1号线和佛山地铁2号线

相继开通，加上广佛线，桂城正式

进入“三轨时代”。

目前，桂城已建、在建和规划

的轨道交通里程已超100公里，

有60多个站点，未来规划每1.4
平方公里就有一个站点，9条轨道

交通接驳广州，规划轨道密度

1.18公里/平方公里，达到一线

城市密度。

“‘轨道交通红利’十分明显，

10多年前金融高新区还不成熟，

自广佛线开通至今，这里已引进

了 1000多家企业，税收从原来

的10亿元左右增加至现在的60
多亿元，载客量从原来的每天10
万人次增加至现在的每天超70
万人次。”在岑灼雄看来，轨道交

通带来的除了出行便捷，更重要

的是人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汇

聚，带动高层次人才、高产值企业

的集聚。

在轨道上建设幸福城市
桂城将建4000亩TOD人城产文融合科创社区

1月7日，佛山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这五年，是城乡融合发展进

入新阶段的五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试运行）总里程由21.5公里增至81.7公里。

作为全市最早享受轨道交通红利、轨道交通最密集的镇街，桂城在广佛线的基础上再有佛山地铁2号线、

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的“加持”，正式进入“三轨时代”。佛山市人大代表、桂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岑灼雄接受采访

时表示，未来桂城规划每1.4平方公里就有一个轨道交通站点，再加上超4000亩TOD项目，让“大城资源、小

城成本，广佛城芯、金科产融”成为最大的城市优势。

2021年12月28日开通的

佛山地铁2号线，在桂城设2个站

点，分别是林岳西和林岳东，均位

于林岳片区。“这对桂城的文翰湖

片区（三山片区），特别是林岳片区

是绝对利好。”岑灼雄说。

岑灼雄介绍，林岳片区是目前

桂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区域，

但也是未来桂城最有想象力的空

间。“我们将坚持在轨道上建城

市，抢抓轨道交通机遇，不仅体现

在强化交通互联互通，还要以轨

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要深入研

究以TOD引领城市发展，提升城

市价值。”

目前，2号线TOD项目（即林

岳西站点）已开动，面积超400多
亩，将打造集住宅、产业、商业、教

育、公园、医疗等配套于一体的人

城产文融合的科创社区，未来文翰

湖片区 TOD 项目规模将达到

4000亩。这个超大规模的TOD
项目建成后，将是桂城、南海乃至

佛山甚至是大湾区的一张亮丽的

城市名片。

值得一提的是，文翰湖片区将

率先探索“职住平衡”来解决房地

产和产业的平衡发展，即做住宅的

量要与就业人口相匹配，解决交通

拥堵、缩短通勤时间、实现低碳环

保的最佳方案，真正实现“生产空

间集聚高效，生活空间舒适宜居，

生态空间青山绿水”。

轨道交通网络的形成，能将季

华实验室、文翰湖公园、佛罗伦萨

小镇、澳门城等一批已投入使用或

者在建的重大项目串联起来，将文

翰湖片区北部的资源辐射到南部

林岳片区，城市的影响力、辐射力、

引领力都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汇聚人流信息流资金流

岑灼雄表示，桂城要在高

质量发展新征程中争先突围，

敢于刀刃向内、自我革命，跳

出舒适圈、跑出加速度、勇攀

新高地，坚决扛起中心城区的

责任和担当，以奋进姿态全面

打造“城市客厅典范、总部经

济样板、广佛同城标杆、科创

都市顶流”。

创空间、强中心、强产业，

将是桂城新一年的工作重

点。未来将陆续新建一批平

均容积率达3.0以上、建筑面

积达500万平方米的工业载

体。其中，重点推进4300亩
的平洲工业园改造，积极承接

季华实验室的产业化应用，并

加快推进一批高新技术企业

落户，打造新型显示装备和半

导体装备产业园。桂城现在

已经有23栋亿元楼，纳税超

85亿元，未来要朝着总部经

济、楼宇经济、地铁经济、平台

经济发展，要向天空要空间，

突破土地利用的瓶颈，以亩产

论英雄，引入更多优势企业。

此外，桂城还将继续把教

育医疗做到最好最优，持续擦

亮商业商贸中心、公园城市、

博物馆之城、涂鸦之城、网红

之城、美食之城等城市名片，

打造更多既有时尚范也有烟

火气的夜间经济集聚区、美食

集聚区、网红打卡点，让市民

尽享“在城市游水玩水，在公

园工作生活”的幸福生活。

文/珠江时报记者曾蓉

通讯员杜建新

打造超大规模TOD项目

创空间 强中心 强产业

■2021年8月18日，南海有轨电车一号线首通段正式通车，这是平西站。 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