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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城又一重点项目动工

桂城对红木家具企业开展
联合执法行动

规范红木家具生产
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联东 U 谷·桂城总部科技港将释放超 11 万平方米的产业空间载体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叶
绮晴 通讯员/张兵）9 月 15 日，
“科创高地引领发展”
联东 U 谷·
桂城总部科技港动工仪式举
行。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将释
放超 11 万平方米的产业空间载
体，
进一步优化映月湖片区的产
业结构，加速集聚智能制造产
业，
深度嵌入大湾区产业链。
“产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命
脉，
决定着城市未来。
”
桂城街道
办事处主任余辉表示，
今年 6 月
桂城发布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
提出要从空间、动力、要素、成本
四个维度精准发力，
实施八大举
措，全面构筑桂城产业高地的
“四梁八柱”
，
得到众多科技型企
业响应。
联东U谷·桂城总部科技港
项目位于映月湖片区轴心，
占地
面积 2.39 万平方米，采用“流
转出让+代建返租”
的改造模式，
土地性质为集体工业用地。

■联东 U 谷·桂城总部科技港项目效果图。

该项目由联东集团拟总投
资 5.7 亿元建设，
预计引进企业
90 至 120 家，
涵盖智能制造、
医

疗器械、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子
商务等行业；以智造为引领，构
建高端制造业与品质生活服务

结合与延伸的产业发展模式，
打
造南海乃至佛山地区村改项目
的标杆。

“一直以来，联东集团对桂
城这片投资热土有着坚定的信
心，
决心在这里持续深耕发展。
”
联东集团副总裁、
大湾区总裁俞
进说，联东 U 谷·桂城总部科技
港项目是继联东 U 谷·桂城总部
经济港之后，
落户映月湖片区的
第二个项目，
期待项目能进一步
加快桂城映月湖片区“智造+总
部+产业”
的城市形态提升，
为区
域产业集聚贡献力量。
自 2021 年启动建设以来，
联东 U 谷·桂城总部经济港产业
招商成果表现亮眼。截至目前，
项目拟引进过百家优质企业，
其
中意向进驻项目的高新规上企
业占比超 20%，市外企业占比
43%，
招商完成率远超预期。
联东U谷·桂城总部科技港
项目动工后，
联东集团将以高标
准、高质量的准则，保质保量完
成项目建设，
确保园区建设安全
优质快速推进。

桂城举行 2022 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会

51 名热血青年踏上军旅征程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棋清
通讯员/梁辉焯 摄影报道）迎军
旅，
踏征程，
又是一年送兵时。9
月 15 日，桂城举行 2022 年下
半年入伍新兵欢送会，51 名新
兵身着戎装、胸佩红花，肩负着
家人的期望和祖国重托，
奔赴军
营，
开启军旅生活。
“从现在起，大家要服从命
令、听从指挥，要有‘能打胜仗、
敢 打 胜 仗 ’的 强 烈 意 识 ，要 有
‘扎根军营、建功立业’的雄心
壮志，要有‘牢记使命、好好锤
炼’的初心担当，保家卫国，守
一方安宁、护千家幸福。”会上，
桂城街道办事处主任余辉向光
荣入伍的新兵们表示祝贺，向
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属们致
以崇高敬意，同时希望新兵们
珍惜参军荣誉，在部队苦练真
本领、坚定报国心，为家乡增光
添彩。
自 2022 年下半年征兵工
作启动以来，
桂城严格贯彻上级
征兵命令，通过征兵宣传、体格

检查、政治考核、役前训练等一
系列环节，最终有 51 名应征青
年被批准光荣入伍。其中，
广东
星联科技有限公司和广东柯内
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两家企业
成功选送两名新兵，
这是桂城首
次在企业征兵，
旨在把优秀职工
输送到部队，
通过部队锤炼优秀
人才，既保障了部队高素质兵
员，
又提升了企业形象和员工综
合素质。
今年 21 岁的严一深，是广
东柯内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
一名职工，
一直以来都有参军入
伍之志，接到企业征兵通知，他
便主动报名。
“感谢企业给我们
机会，
还为我们保留工作岗位。
”
严一深说，
入伍后一定会努力学
习，苦练军事技能，不断提升自
己的综合素质。
“我们很支持员工去参军，
希望他们经过部队的锻炼之
后，从思想和身体素质上都有
提升，为其他员工做好榜样，对
企业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广东

■家属鼓励
新兵到了军
营后苦练真
本领。

柯内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数据
自拍合影……温馨画面不断。
保障中心总经理黄健辉说。
“儿子，到部队好好加油，
9 月初，新兵们来到南海区
为桂城争光！”来自桂城夏南一
国防教育训练基地开展集训。 社区的大学毕业生黎浩彬，听
现场设置了新兵与家长见面会， 着父母的鼓励信心满满，他说：
家长们为孩子送上花束、
与孩子 “ 我 会 好 好 努 力 ，希 望 提 升 能

力，之后继续报考军校。”在黎
爸爸心中，儿子正直善良，其多
年的参军梦想得以实现，他倍
感欣慰：
“ 我们会照顾好家里，
让他放心去实现保家卫国的理
想。”

珠江时报讯（记者/邹韵斯 通
讯员/陈锦强）9 月 16 日，
桂城街道
环委办继续对红木家具企业开展
联合执法行动，规范企业生产行
为，持续改善空气环境质量，促进
企业绿色转型及可持续发展。
当日上午，
桂城生态环境监督
管理所联合桂城应急管理办、桂城
消防办、林岳社区和南海红木协
会，组成三个联合行动小组，对林
岳 16 家红木家具企业开展联合执
法检查。
现场，
执法人员主要围绕企业
是否有合法牌照、是否安装粉尘治
理设施、是否存在违规喷漆、是否
符合安全生产规范等方面进行检
查，依法制止企业违法行为，并对
违规企业发出限期整改通知。
记者跟随其中一队执法人员
来到林岳沙仔围工业区和西三工
业区的两家红木家具企业，只见
厂区内粉尘密布，杂物乱堆放甚
至占用消防通道，消防器材过期
且没有定期检查台账，电路开关
附近堆放了易燃物品等，存在消
防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当即责令
企业整改。
而在林岳闸口村附近的某红
木家具厂中，
执法人员在一个角落
发现了油漆桶和喷漆痕迹，
当即对
该企业负责人进行了警示教育，
要
求企业负责人配合桂城生态环境
监督管理所作进一步调查。
“我们一定要仔细检查每家企
业，分析其经营数据，压实企业主
体责任，落实闭环管理，杜绝非法
喷漆行为。红木喷漆中心是为桂
城红木家具企业持续发展提供生
存空间和平台的，
有喷漆需求的企
业可进入中心喷漆。
”
桂城街道生态
环境监督管理所所长黄少彬表示，
企业必须守好安全和环保这条底
线，
才有生存发展的空间，
希望大家
共同促进行业有序、
可持续发展。
今年，
桂城生态环境监督管理
所还推进红木家具行业在线视频
监控系统项目，
已联同社区工作人
员到 36 家重点红木家具生产企
业进行勘察，
并落实视频监控安装
点位，
通过技术手段识别非法喷漆
行为。
接下来桂城将持续保持高压态
势，
对红木家具企业持续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
坚决取缔无证无照及非
法喷漆的家具企业，
切实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
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有趣又新奇！

公园树洞
桂城召开食品安全暨推进“两个创建”工作会议

钻出“小动物”

抓好食品安全 助力
“两个创建”

B02

居民唱主角！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叶
绮 晴 通 讯 员/邝 晓 慧）9 月 20
日，桂城召开食品安全暨推进
“两个创建”
工作会议，
总结近期
辖区内的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工
作开展情况，
并就下一阶段工作
进行再动员、再部署。现场，桂
城街道办事处主任余辉与社区
代表签订《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责
任书》。
据悉，
佛山市创建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南海区创建广东
省食品安全示范区（简称“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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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验收工作将在 11 月底前
进行。桂城提出，
要从提高思想
认识、做好验收准备、扩大宣传
覆盖、守牢安全底线四个方面，
深入推进、扎实提升
“两个创建”
工作，打好食品安全攻坚战、持
久战。
“食品安全是激发城市内生
动力的重要一环，我们要以‘桂
城战队，
使命必达’
的精神，
展现
桂城应有的担当。”余辉要求各
有关单位，要从两方面抓好落
实，
一是关键时刻不掉链子，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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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创建”
是必答题、抢答题，
是提
升城市形象的必要之举，
要抓出
成效，落到实处，针对问题短板
抓紧整改完善，
确保高质量通过
验收；二是关键部门齐抓共管，
各部门、各社区要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
通力协作，
互相补位，
对
照职责拿出有效的措施，
将属地
管理责任压实压紧压牢，
守好责
任田。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今年是深入推进“两个创建”工
作的关键之年，
在全街道上下同

心协力攻坚下，
桂城食品安全重
个食品药品安全科普基地，
获评
点工作成效明显。今年以来，
桂 “广东省科普教育基地”称号。
城共开展疫情防控、农贸市场、 此外，由桂城市监所摄制的《小
校园周边、湿米粉、进口冷链食
强配琪 市监语你》系列短视频
品等各类专项整治行动逾 60
已推出逾 50 期，并有多期登上
次，并查办食品类行政案件 98
学习强国平台。
宗，
有效震慑了食品违法行为。
接下来，
桂城将全力以赴助
与此同时，
桂城还着力创新
力佛山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
食品安全监管手段，
打造全市首
城市、南海创建省食品安全示范
个食品药品智能化监控平台，
并
区，
以创建工作为抓手，
高标准、
纳入 8630 家经营单位；
深化农
严要求推进食品安全各项工作，
贸市场升级改造工程，
目前已完
奋力打造更多标杆，
真抓实干保
成改造 17 个市场；建成全市首
障市民
“舌尖上的安全”
。

议事协商建好
共同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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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心又惠民！

南海适龄女生
开打HPV疫苗首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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