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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制造业当家拼出经济社会发展新态势
桂城将扛起中心城区责任担当，争当建设现代化活力新南海的领跑者

新建改建22个主题公园，新增公办优质学位不

少于7150个，新增约66万平方米工业用地，释放不

少于30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1月17日，桂城街道

召开2022年度工作总结大会，总结2022年工作成

绩并部署2023年工作计划（以下简称“工作计划”）。

2023年，桂城将围绕构建“总部经济+高端现代

服务业+高端都市型制造业”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

产业进城、工业上楼，加快形成“桂城苗圃、周边基地，

桂城总部、周边协同”，争当建设现代化活力新南海的

领跑者，全力建设成为佛山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

谱写桂城高质量发展新的精彩篇章。

工作计划提出：桂城将突出

比较优势和功能定位，加快千灯

湖、映月湖、文翰湖三大片区提质

增效、协同发展，增强中心城区引

领辐射带动能力。

2022年，桂城高起点打造

千灯湖中央活力区，千灯湖片区

入选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

游消费集聚区，活力无限；映月湖

片区通过强化历史底蕴和文旅资

源挖掘，以艺文平洲建设推动平

洲片区焕发新活力；文翰湖片区

依托季华实验室“璀璨行动”，布

局科技研发转换落地，建设成为

科创策源地。

2023年，桂城提出，金融支

撑提质千灯湖片区发展，重点发

展以金融为核心的生产性服务

业，赋能区域制造业提质增效，

擦亮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集聚区招牌，进一步丰富千灯

湖中央活力区的内涵。文化为

魂推动映月湖片区崛起，探索文

化与智造协同发展，用 5至 10
年时间聚集各类资源攻坚映月

湖片区开发，聚焦“一城一岸一

湖一带”，全力再造一个千灯湖

传奇，还老平洲一个错失的十

年。科创引领加速文翰湖片区

建设，加速季华实验室“璀璨行

动”落地实施，加速宜安科创园、

润慧科技园等优质产业载体建

设，力促虎牙全球研发总部、欢

聚集团产业互联总部、宏旺集团

等重大项目建成投产，培育经济

发展新动能。

提升城市能级
建优建活建强三大片区

工作计划提出：四向发力

做强招商引资，双管齐下拓宽

发展空间，创新驱动赋能转型

升级，打造宜居宜业人才乐园，

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2022年，桂城引入睿住

智能、泰升药业、玉凰生态等

26个超亿元产业项目，招商总

额达262亿元；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总量增至643家，发明专

利授权量全区第一；全国“隐形

冠军”企业新增5家，总量增至

21家；国家、省、市“专精特新”

企业新增 149家，总量增至

201家。

新的一年，桂城将坚持制

造业当家，顺应科创都市化趋

势，把桂城的比较优势转化为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竞争优势。

其中，桂城将以佛山一环

以东沿线为轴，高标准打造专

精特新产业带，统筹推进夏南、

平西等总面积超200万平方米

的连片综合开发，新增约66万
平方米工业用地，陆续释放不

少于30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

支撑优质项目和企业落户发

展。

此外，桂城力争全年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100家，引导更

多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道路。

加快企业数智化转型步伐，鼓

励标杆企业输出技术服务和管

理经验，带动新增一批企业开

展数智化转型。

在招商引资方面，桂城将

继续利用亿元科创直投基金，

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

桂城公有资产做大做强，力争

五年内资产规模达到 300亿

元，以混改等形式撬动超千亿

社会资本；在招才引智方面，桂

城将加大对人才子女入学、医

疗服务、住房安居等保障力度，

统筹不少于6000套拎包入住

型人才公寓。

增创优势
优化产业发展资源配置

工作计划提出：打造文化引

航型网红城市，全方位擦亮公园

城市名片，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

力，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巩

固教育强镇领先地位，更高水平

建设健康桂城，用心用情回应民

之关切。

2022年，桂城启动映月湖

二期建设，见缝插绿新增12个
口袋公园，政企联动建成 8个

“名企百园”，桂城儿童公园、极

限运动公园等一批特色主题公

园对外开放；滨河生态走廊加快

建设，新建碧道17.2公里；平

洲大桥、华成桥、玉器南街等重

要道路相继通车，南海有轨电车

1号线全线贯通，实现与佛山地

铁2号线同台换乘，桂城率先进

入“三轨时代”。

2023年，桂城将因地制宜

新建改建22个主题公园，建设

400个“四小园”，争取承办一批

国家级户外运动赛事，打造“桂

城千园、活悦无限”都市休闲户

外运动品牌，进一步擦亮“在城

市里游山玩水、在公园里工作生

活”城市名片。

桂城还将加大公办基础教

育学位供给，高标准完成映月小

学、龙湾实验学校、平洲二中等

8个学校建设项目，新增公办优

质学位不少于7150个；提速南

海区全科医院桂城医院、省人民

医院南海医院心血管病大楼、市

一医院三龙湾院区等医疗卫生

基础设施建设，建成启用桂城、

平洲两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

增4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新增医

养结合床位100个、公益普惠

托位80个。

夯实民心基础
全心全意办好民生实事

文/珠江时报记者曾蓉 李冬冬叶绮晴

通讯员杜建新

农历新年前的最后一个工

作周，桂城街道相继举行重大项

目巡查和年终总结大会，接连参

加两场重要活动的企业家们真

切地感受到了桂城的“拼劲”。

在中央、省、市全力以赴拼

经济的工作主线中，区委十四届

二次全会指出，要全力以赴推动

高质量发展，拼出经济社会发展

新态势。1月17日，桂城更把“拼

出精彩”写进了2022年工作总结

和2023年工作计划中，更鲜明地

表明了新一年的决心和信心。

拼，要有“稳”的基础、“好”

的底气，要有稳健强劲的“压舱

石”和“动力源”。

2022 年，桂城爬坡过坎、闯

关夺隘，连续四年位居佛山市32

个镇街首位，成功蝉联佛山“镇

能量”榜第一，固定资产投资、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建筑产值等

经济总量保持全区乃至全市前

列。

希荻微电子、广宇科技、泰

升药业、玉凰生态等4家企业总

部抢滩落户，总部经济崛起成

势；星中创产业中心、宜安科技

园等高质量产业载体拔地而起，

欢聚、虎牙、宏旺等大平台大项

目相继聚集。完成涉及6个社区

29个集体经济组织的平洲工业

园改造项目表决工作；全国首创

产业引导混合开发新模式的爱

车小镇正式营业；全年整备产业

用地1600亩。经济韧劲强、潜力

大、活力足，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和“动力源”稳健又强劲。

最重要的是，桂城经受住三

年抗疫的重大考验，干部队伍战

斗力和执行力得到全面提升，为

抢占新一轮发展先机奠定了最

坚实的基础。

拼，要“敢”字当头，敢谋敢

为，勇当现代化活力新南海领跑

者。

善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

一直以来，桂城敢于直面难点堵

点，在“最艰难的时候”，通过改革

创新寻求突破。

如出台特色玉器产业扶持

政策，推动全国首个官方翡翠公

盘落地平洲，开创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的新篇章；公资系统五大集

团成功揭牌，开启做强做优做大

公有资产的新征程；101个经济

社 551 名“两委”干部全部纳入

“专职岗”管理；深入推进“放管

服”改革，桂城行政服务中心成

为省级标杆政务服务中心。

每一步改革都需要“破与

立”“抓与管”“闯与干”。桂城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余

辉在总结大会上提出：“当下正

是全力以赴拼经济的最好时机，

要‘敢字当头 拼出精彩’。”

桂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陆文

勇提出，将继续瞄准“城市客厅

典范、总部经济样板、广佛同城

标杆、科创都市顶流、人才集聚

高地”的目标，建优建活建强千

灯湖、映月湖、文翰湖三大片区，

提升策源能级，在高能级城市、

高层次产业、高水平人才、高品

位文化和高品质民生中勇当现

代化活力新南海的领跑者。

陆文勇透露，桂城将围绕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制造业当家、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重点工作，

瞄准全国、全省、全市前列的目

标，研究创新管用、操作性强的

措施，推动更多首创式实践，闯

出一片新天地、干出一番新业

绩。

拼，要竭尽全力、全力以赴，

不负百万人民的重托，不顾一切

去奋斗。

在经济复苏时代，资源有

限，必定往更高效率的地方倾

斜，桂城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极点

城市中心区域，在市场回暖之

际，是最有机会集聚资源的核心

地方。有了“稳”的基础、“好”的

底气和“进”的信心，此时不拼，更

待何时？

2022年，桂城投用10个新校

园，新增5480个公办优质学位；

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心血管大

楼顺利封顶、桂城医院全新启

航；12条重点道路完工通车，27

个老旧小区开展改造；全流域水

环境持续改善，桂城儿童公园、

“名企百园”刷爆朋友圈，250个

“四小园”让群众看到了变化、得

到了实惠；夏滘粮园、叠滘圩成

为市民争先打卡的网红圣地，千

灯湖片区获评国家级夜间文化

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平西社区乡

村振兴获评市级100万奖励，夏

南一、凤鸣、中区等社区获得区

级表彰，叠北、平胜、平南社区人

居环境整治成果获得群众频频

点赞。

党的二十大报告通篇贯穿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桂城

每一步奋斗，都承载着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23年，桂城将因地制宜新

建改建22个主题公园，策划开展

全民参与户外运动项目，打造

“桂城千园、活悦无限”都市休闲

户外运动品牌；高标准完成映月

小学、龙湾实验学校、平洲二中

等8个学校建设项目，新增公办

优质学位不少于7150个；建成启

用桂城、平洲两大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新增4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大力发展普惠养老和托幼服务。

只争朝夕抓落实，踔厉奋发

向未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

因素，在大有可为的时代奋发有

为！桂城将继续以领跑者的姿

态，走快一步、走前一步，用高质

量发展诠释新时代、新担当、新

作为。

桂城2023，“拼”就对了！
◎曾蓉

■千灯湖畔集聚了众多龙头企业。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摄

■2022年，希荻微电子、广宇科技、泰升药业、玉凰生态等企业总部落户映月湖片区。 珠江时报记者/黄永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