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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攀爬网、巨型攀岩球、

沙滩捕鱼灯光投影……在纵横

交错的佛山一环高架路网之

下，桂城桥下空间、走廊空地通

过充分合理规划和充分利用，

将打造佛山最大全天候街头极

限运动公园——尖东社区体育

公园，集合街头极限运动区、儿

童游玩区生态廊道、桥底绿地

等功能区域，实现生态休闲与

潮流文化相互碰撞。街头极限

运动区将会围绕当前的潮流文

化，紧贴年轻人喜好，引入街

舞、滑板元素，为公园注入新的

活力。

这是桂城怡海湖片区的

“公园战略”，在此基础上，还将

怡海路桥下空间“变废为宝”，

为市民提供安全、美观的公共

活动空间。桥下的市民活动广

场，将配齐儿童活动场地、青少

年智趣空间、老人健康空间、健

身器材、休闲座椅、夜间照明等

场地功能活动设施，同时连接

海逸、怡海社区体育公园，成为

全龄化的大型休闲空间。

“非常期待规划的公园早

日投入使用，生活在这里实在

感到太幸福了。”居住在海逸社

区的新市民叶春兰说，她的儿

子就很喜欢滑板这些极限运

动，以往都是到千灯湖附近或

者广州的一些公园与人交流，

如今自己家门口就有“对口”的

体育公园，实在太好了。

事实上，在生活品质方面，

怡海湖片区一直在暗暗发力。

目前已具备怡海湖公园、海逸

公园、怡翠公园、尖东公园、半

月岛公园、极限运动公园等高

品质城市形态，拥有南海实验

中学、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南海实验高级中学、南海区妇

幼保健院、南海足球场等高标

准城市配套。

此外，还注重连片打造以

德鸿文汇创意园、益田假日广

场、壹品广场三大项目为主的

怡海美食都荟，打造以九年一

贯制瀚文外国语学校为主的艺

术教育文化区。2021年初，

第二届南海桂城国际美食节在

益田假日广场盛大开幕，美食

节围绕“食出品味 更有桂气”

的主题，以美食为媒，进一步推

介南海桂城的美食文化。

而在城市配套方面，在城

市干道综合改造提升方面，桂

海路新增城市次干道长度约

1.1公里，华城路新增城市干道

长度约1公里，季华路优化道路

绿色景观全长约1.2公里；在

佛山一环道路景观提升方面，

一环景观带全长8公里串联4
个公园，新增优质绿化面积10
公顷，一环两侧新增慢行系统

长度6.6公里；在怡海湖设施

整体提升方面，新增慢行系统

长度6.6公里，怡海湖公园新

增优质绿化面积3公顷。

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
漫步在怡海公园，欣赏竞相
绽放的紫荆花和异木棉，是
一番美好的享受。公园里
设置有体育锻炼、儿童玩乐
设施，周边还有佛山益田假
日天地、德鸿·文汇创意园

等“网红”打卡地，这里是一个集聚都市文化、休闲娱乐和浓浓烟火
气等元素于一身的好地方。

优质的生活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让更多人感受到桂城特有
的城市精神，尤其是怡海湖片区作为桂城最早的一批现代都市型
产业基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人才落户桂城，在这里扎根成
长。2021年，怡海湖鲲鹏科创区规划重磅发布，全面打造宜居宜
学宜业的城芯创新共融区，也标志着桂城迎来“一城四湖”的全新
发展时期。

2021年7月，《桂城

街道文化体育旅游发展

工作五年计划（2021-
2025年）》（以下简称《计

划》）正式发布。未来五

年，桂城街道将全力推动

文化、体育、旅游事业大

发展，在人、产、城、文深

度融合中不断提升城市

内涵。至2025年，将桂

城建设成为粤港澳大湾

区镇街中文化高质量发

展的领头羊。

根据《计划》，桂城将

推动文化场馆、文化地标、

体育公园、网红打卡点、涂

鸦墙、公共艺术品等硬件

建设，充分利用玉器、电

竞、汽车、影视产业聚集区

的优势，推动文化产业精

准招商。未来五年，桂城

将重点围绕环千灯湖精品

文化聚集区、环映月湖大

众文化聚集区、环怡海湖

休闲运动聚集区、环文翰

湖潮流文化聚集区四大区

域，建设高品质文化型公

园城市。其中，环怡海湖

休闲运动聚集区则会利用

怡海湖线性优势，突出休

闲体育健身功能，充分运

用高架路网桥下空间、走

廊，建设街头极限运动公

园，引入龙舟、皮划艇、独

木舟、赛艇、桨板等水上项

目轻赛事。

彰显城市魅力，还需

一批示范性节点的带

动。15个网红打卡地

标、雕塑之城、涂鸦之城、

彩蛋之城未来将成为传

播桂城城市形象的重要

着力点。同时，将举办一

批以千灯湖音乐节、南海

（桂城）国际美食节、南海

公共艺术展等为代表的

公园生活文化品牌活动，

满足群众多元化文化需

求；着力发展夜间经济文

化业态，以“夜文化”发力

桂城“夜经济”，全面实施

“+旅游”战略，推动文商

旅体融合发展，构建共建

共享的全域旅游格局。

在刚刚闭幕的南海

区两会当中，南海区委区

政府寄语桂城，要保持首

位度，提升引领力，展示

示范性，彰显大局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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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岑

灼雄表示，桂城要坚持

“创空间”“强产业”“强中

心”，把区位优势、交通优

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强产业”主要是从

原来的传统村级工业园

向科创产业社区转型升

级，真正落实“三生融

合”，在土地、资金、产业

空间、人才公寓等方面优

先配置资源，吸引更多高

端人才和科研人才落户

桂城。“强中心”则是提升

中心城区的集聚力、影响

力、辐射力，在桂城打造

美食集聚区、商贸交流中

心、夜间经济集聚区等，

并更充分发挥中心城区

的交通优势、教育优势、

医疗卫生优势。

可见，桂城已经在文

化、经济、产业等方面布下

“战略”，做到相辅相成促

发展。如果说此前的时代

属于千灯湖或者映月湖，

那么现在随着这么多利好

文件和重要导向的“加

持”，怡海湖将会“展翅高

飞”，做好人才精准服务的

同时，加快建设怡海湖鲲

鹏科创区，全面打造宜居

宜学宜业的城芯创新共融

区，助推桂城在更高起点

上推进城市更新，努力打

造高品质新活力的广佛极

点都市城区。

优

质的地理环

境、高品质的城市

形态、完善的基础设施，让

更多人感受到桂城的优势

和特色，因此吸引了不少

企业、人才纷纷落户桂

城。也因为这样，“天时、地

利、人和”等因素具备齐全，

赋予了这个片区更多的遐

想。作为桂城最早一批现

代都市型产业基地，已汇

聚超十万英才的怡海湖科

创带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

时代。

目前，怡海湖科创带

已建成天安数码城、瀚天

科技城、星期六鞋业总部、

伊戈尔电器总部等七大高

端产业载体，载体体量达

128.6万平方米，产业税

收超13亿元，产业人口超

14万，进驻企业超过3600
家，汇聚73家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8家新三板上市企

业，400多家小巨人高新企

业，形成建筑工程、电子信

息、环保科技、商贸服务四

大新兴产业。

在怡海湖科创带的基

础上，桂城推进 8.6平方

公里的怡海湖鲲鹏科创区

建设，推动创新要素集聚

化、产业环境多元化、配套

服务人性化，并结合其区

位交通优势明显、产业密

度高、各类配套完善三大

发展优势，打造宜行宜居

宜乐宜学宜业的城芯创新

共融区。

怡海湖鲲

鹏科创区以怡海

湖为轴心，沿佛山一

环两侧分布，总面积为

8.6平方公里。该片区具

有较强的地理优势，位于

广佛极点中央，南海东部

核心地带；接壤广东金融

高新区，紧邻映月新城，距

广州市中心仅12公里。

在南海鲲鹏人才计划

“5年投入共50亿元支持

人才与创新创业项目”的

加持下，桂城将以“高含金

量”的积极政策吸引人才，

以高端产业与完善配套留

住人才。

在产业更新方面，怡

海湖鲲鹏科创区将推进1
个重点产业发展片区、8个
产业总部、3+1产业项目改

造升级，包括打造建筑产

业集聚区、佛山青松科技

等8大企业总部、南海生物

医药高新产业园等3大产

业园区。2021年9月15
日，位于映月湖片区与怡

海湖鲲鹏科创区交汇处的

金赋、瑞洲、青松、天波等4
个总部项目联合动工 ，这

预示着桂城总部经济版图

不断扩大。据悉，4家企业

总部均聚焦智能行业，项

目建成投用后，未来5年纳

税总额将超过 3.8亿元，

预计将吸引超5000名人

才集聚。

至此，从规划可以看

到，桂城也逐渐形成千灯

湖、映月湖、文翰湖、怡海湖

“四湖并进、错位发展”的新

格局，全力建设主题产业

社区，推动实现产城人文

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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