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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城街道开展2022年重点工程项目巡查

成果丰硕后劲足 信心满满再出发
广东星联精密的数字化车间里，远销国内外

的吹瓶模具从这里出发；文翰湖公园三期里，翠

竹连绿树、碧水映蓝天，一片生机盎然；平洲水道

沿岸，五彩斑斓的“网红水岸”吸引眼球；石龙北

路东侧，高品质、高颜值的金桂高中成为映月湖

片区又一道靓丽风景线……

1月 16日，桂城街道开展2022年重点工程

项目巡查，由桂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陆文勇，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余辉带队，组织桂城

籍党代表、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机关各职能

部门负责人、各社区负责人及各界代表，组成百

人巡查团，巡查桂城14个重点项目，用脚步丈量

幸福桂城的发展之美。

2022年，桂城围绕区委

“1114”工作体系，按照“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的要求，以项目为王，全

心全力推进各项重点工作。

此次巡查的 14个重点项

目涵盖了环境提升、产业、人

文、基层治理等各个板块，既

是2022年桂城城市发展过程

中各领域的典型代表，亦是桂

城众多工作成果的缩影。

巡查团中有不少企业代

表。对于企业而言，人才永远

是企业发展的首要资源。让人

才留在桂城，扎根桂城，离不

开优质的城市环境。

“公园城市”作为桂城一张

闪亮的名片，是城市环境的门

面担当。巡查团先后走进文翰

湖三期、千灯湖三期水体治理

项目和桂城第二批“名企百

园”之一的海逸产业社区公

园。

站在橹尾撬景观步行桥

上，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的文

翰湖映入眼帘。放眼远眺，季

华实验室、万科天空之城、宏

旺集团总部项目等环绕四周，

文翰湖畔的城市天际线正在成

型。

“桂城作为南海的城市客

厅，无论是环境还是学校都变

得越来越漂亮。”看着美丽的

文翰湖，南海区人大代表、广

东昭信平洲电子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澍说，环境的变化，满足

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南海的中心城区，桂

城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同

样不曾松懈，致力推动城乡环

境整治共同行动。

在平西社区深涌经济社，

巡查团参观了桂城以人居环境

整治为抓手助推乡村振兴的成

果。深涌经济社河涌沿岸，一

路绵延的涂鸦景致、碧波荡漾

的河水、鲜花盛开的“四小

园”、干净整洁的沥青路让人

眼前一亮。

近年来桂城大手笔投入乡

村振兴建设，开展违法建设集

中整治、水环境治理、“三线”

整治、市政道路提升等，腾出

空间建设“四小园”、停车场、

各种休闲运动场所等，使农村

人居环境有了质的改变。

“人居环境整治的关键是

拆、建、改、管，其中建立长效

管理机制最为核心。”现场，陆

文勇要求各农村社区加强沟通

交流，学习优秀经验，建立长

效管理机制。

“管”不仅是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核心，更是城市环境营

造的关键。

巡查项目之一的桂城街道

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便是桂城

下足“绣花针”功夫，实现城市

精细化管理和精准化治理的一

项举措。

余辉表示，未来桂城将通

过“转换”的方式，将城市里的

垃圾中转站、油库等灰色空

间，通过改造赋予新的功能，

打造成为受群众欢迎的网红打

卡点。
“这是一座两层的体育馆，

采用了自然通风和采光的设计，

下面一层是 5000平方米的恒

温游泳池。”“学校每个宿舍里都

配置了空调、热水器。”……

当巡查团来到金桂高中门

前，一座高大的白色建筑映入眼

帘，一道道橙色的镂空网格空中

廊桥将楼栋串联。行走在“网红

气质”十足的靓丽校园内，学校

先进的设计理念、丰富的色彩搭

配和优质的功能配套让巡查团

惊叹连连。

2022年，桂城大手笔投入

城市配套建设，提升医疗、教育、

交通等基础设施，为重点项目落

地、人才集聚营造最优环境。

教育作为桂城核心竞争力

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桂城对教

育的投入更是超前规划、优先

投入。2022年，桂城按照“扩

资源、促均衡、提质量”的总体

思路，加大投入、优化布局、增

值提质，以“育人之美”涵养城

市幸福家园。2022年投入约

6.9亿元，完成投用 10个校园

新（配）改扩建项目，新增优质

公办学位 5480个。此次巡查

团所参观的南海外国语学校增

建校舍及相关场室项目、金桂

高中正是 10个校园新（配）改

扩建项目代表。

“父母都希望小孩有个很好

的教育环境。”余辉表示，未来桂

城将加大投入，让教育招牌做得

越来越好，让桂城的教育更有竞

争力。

民以食为天。小市场关乎

着大民生，“菜篮子”“米袋子”同

样是备受市民关心的话题。

走进超益市场，干净整洁、

明亮宽敞的现代智慧化市场令

巡查团连连赞叹。摊位上整齐

摆放着饱满新鲜的蔬果，菜品上

方还安装了 LED电子显示屏，

公示着商户信息、菜品溯源二维

码等，市场设计极具岭南水乡风

情，市民逛市场宛如逛超市。

近两年，桂城聚力打造幸福

生活标杆，按照“一场一策”促进

农贸市场高颜值、高质量发展，

共完成包括超益市场等25家农

贸市场的升改任务，亮出了升改

的“桂城速度”。“脱胎换骨”的农

贸市场，既保留了传统市场的

“烟火气”，又提升了颜值和智慧

服务，市民买菜购物的舒适体验

感直接拉满。

此外，巡查团还巡查了泰山

路，参观了南海区全科医院（桂城

医院）等重点项目，皆是桂城致力

打造畅达交通、建设健康桂城，以

高质高效增进民生福祉的有力代

表。

平洲水道西岸，有一片色

彩缤纷浪漫的建筑群，那就是

平洲水道大圩社区河岸段环

境 改 造 提 升 工 程（网 红 水

岸）。网红水岸既是此次巡查

的重点项目之一，亦是“桂城

之光”粤潮美学空间之一，“水

上桂城”发展计划中的重要节

点。

走进网红水岸，色彩缤纷

的涂鸦与拥有年代感的老厂

房交相辉映，未来与历史在此

交织重叠，传统与潮流在这个

由老旧建筑改造焕新的景点

内，迸发出不一样的艺术火

花。

在另一个“桂城之光”粤

潮美学空间之一的南海新经

济小镇，巡查团参观了小镇内

的运动场馆和进驻企业。这

个由旧通储物流中心改造而

成的网红小镇，目前已形成运

动、文化和汽车服务等三大产

业集聚，内有篮球、马术、网

球、瑜伽、搏击、羽毛球、游泳

馆等8家大型运动场馆。

近年来，桂城以文化建设

带动城市更新，用艺术点亮城

市文化空间，老城的记忆被唤

醒，跟上了时代发展潮流，成

为市民眼中的网红新地标，不

断丰富着市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

“桂城是一座公园城市，

除了让这个城市美起来，还要

让大家动起来。”余辉表示，接

下来，桂城将与国内的知名机

构合作，充分利用公共空间和

运动空间，开展更多群众参与

度高的运动项目。

除了文化事业产业，人才

队伍的思想建设也为城市经

济社会全方位发展赋能。当

天，巡查团还来到桂城街道党

校参观学习。2022年6月揭

幕启用的桂城街道党校内，设

有党建展厅、党史长廊、多功

能培训室、云课堂录播室、报

告厅、读书驿站等功能场室，

目前已累计举办各级培训70
余场次，服务群众约2.1万人

次，成为桂城街道集基层各类

党员教育资源为一体的高质

量教学培训平台，为桂城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我们桂城的发展拥有无

限可能、充满后劲，发展信心

满满。”陆文勇表示，接下来桂

城将继续围绕区委“1114”工
作体系，聚焦“城产人文”几个

方面，坚持以项目为王、久久

为功，全力拼经济、以制造业

当家，推动桂城高质量发展，

为建设现代化活力新南海贡

献桂城力量。

正如巡查团的企业代表

杨荣洪所说，南海区政府工作

报告和桂城一系列收获满满

的重点项目落地，让企业提振

了发展信心。我们相信，新的

一年，在桂城起跑即冲刺、开

局即决战的态势中，一个建设

现代化活力新南海的领跑者

正向我们奔跑而来。

走进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简称“广东星联精

密”）的生产车间，多台设备整

齐有序地运行着，全流程生产

工序、运作情况等通过设在机

器旁的屏幕即可呈现。一个员

工便能操控多台设备，生产数

据经过采集、汇总，为实现模

具制造数字化设计、生产提供

更多支撑。数字化、智能化的

生产流程让巡查团驻足围观。

广东星联精密早在2003
年就开启了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为企业转型升级注入更强

劲的发展动力，更在 2021年

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专精特新

重点“小巨人”企业称号。

“广东星联精密的数字化

智能化车间让我对企业的转型

升级带来很多启发。”南海区

政协委员、佛山市顺康达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荣洪

说，近几年，桂城企业总部集

群相继落成，而围绕“制造业

当家”持续发力、做出的相关

举措，让企业对未来发展充满

信心。

位于桂城三山大道北侧的

润慧科技园，周边高楼林立，科

技感十足，巡查团在此感受三

龙湾南海片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科创气息。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园区总建筑面积约6.7万

平方米，采用超高标准建设，探

索工业上楼产业载体新模式，

并通过大开间、高层高、高荷

载、大柱跨等设计，兼容研发、

中试、生产多功能迭代，实现业

态弹性化，最大限度满足企业

生长各个阶段的实际需求。

作为一座都市型产业之

城，2022年，桂城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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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目标，

立足“总部经济+高端现代服

务业+高端都市型制造业”，

加快实施高质量发展战略，

聚力打造产业发展高地。陆

文勇表示，未来，桂城将按照

上级全力拼经济的发展重

心，以“制造业当家”为主线

开展相关工作，推动桂城高

质量发展。

公园城市形象持续升级公园城市形象持续升级

制造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制造业加速数字化转型

老建筑华丽变身新网红老建筑华丽变身新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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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高效增进民生福祉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正在操作仪器。

■巡查团参观千灯湖公园三期水体治理项目。

■美丽的文翰湖公园。 通讯员供图

■改造提升后的超益市场。

扫码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