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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镇开展
“寒潮送温暖”
行动

街坊别跑空

室内都有电暖气 长者饭菜送进房

南海免费核酸
采样点暂停开放

珠 江 时 报 讯（记 者/李 福
云 摄影报道）近日，
南海受到寒
潮袭击，气温最低至 5℃。2 月
21 日，狮山镇开展“寒潮送温
暖”行动，镇长麦满良带队到狮
山敬老院、小塘敬老院和罗村
敬老院看望长者，为他们送上
关怀与温暖。
“阿姨，室内冷不冷？衣服
穿得够不够？最近天冷，要注
意保暖！”每到一处，慰问组都
详细询问老人们的生活和身体
状况，
倾听老人们的需求。
“室内很暖，多谢政府的关
心。”在狮山敬老院，室内配备
了电暖气，老人们坐在一起烘
着暖气，边聊天边看电视。关
上门，外面的冷空气完全被阻

隔，
一点也不觉得冷。
随后，慰问组来到小塘敬
老院，询问衣物被子是否足够、
热水是否供应正常等，叮嘱敬
老院做好巡房工作，保障取暖
设备正常运行。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罗
村敬老院为了减少人员聚集，
实行送餐制，一日三餐均送到
老人房间内。
“ 室内有空调，冬
暖夏凉，连吃饭也不用出门，真
方便，要多谢政府和大家的关
心。”罗村敬老院长者陶阿姨笑
着说。
据悉，寒潮来袭前，狮山各
敬老院就已为老人们添加棉
被，增加衣服，配备电暖气，确
保老人们安稳度过低温天气，

特别冷时还安排工作人员将饭
菜送到房间，让老人们能及时
趁热吃上。
现场，慰问组还详细了解
了各敬老院的硬件设施情况，
如多功能室与医务室的建设、
厨房的升级改造、消防设施、热
水供应设施等，对各敬老院负
责人提出的问题表示尽快解
决，为老人们提供优质的养老
服务，让老人们住得开心、生活
舒心。
“养老是狮山坚持做好做
优的民生实事，政府会大力支
持，强化硬件，充实软件，为老
人们提供一个舒适的家，保障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麦满良
表示。

■慰问组到敬老院走访，
和长者交流。

狮山
“公资兜底”
规模最大项目签约启动土地整理

致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高端产业集群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通讯员/狮宣 摄影报道）2 月 22
日下午，
狮山镇
“山南工业区”
村
级工业园改造项目土地整理合
同签约仪式举行，目前镇内“公
资兜底”规模最大、预计投入力
度最大的项目迎来了起步，
未来
致力打造以高端、环保、创新先
进制造业为主的高端产业集群。
“山南工业区”村级工业园
改造项目位于狮山镇松岗山南
居委会桂和路以东地段，占地
面积 819.4 亩，是南海区第四批
村级工业园提升示范（试点）项
■佛山市南海狮山镇联汇致盈土地整理有限公司、
山南经济联合社签订
“山南工业区”
村级工业园改造项目土地整
目。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
理合同。
代初时，该村级工业园已经开
始发展，带动了周边经济社的
的机会。
”
山南社区党委书记、居
南工业区”
村级工业园改造项目
市南海狮山镇联汇致盈土地整
企业、商业、出租屋等发展。但
委会主任、经联社社长关咏麟
的起步。
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欧炳松表示，
经过时代洗礼，项目现有企业
说。1
月
23
日，
该项目通过表决
现场，
在多方见证下，
佛山
他们将以雄狮精神，
乘着全域土
大部分属于污染大、能耗高、利
同意由狮山公资企业介入，以
市南海狮山镇联汇致盈土地整
地综合整治的东风，
进一步加快
用率低的企业，无法适应现代
“公资兜底”
模式进行土地整理，
理有限公司、
山南经济联合社签
整理进程，
加速整治目标、
村民
发展。
不到一个月时间，
项目土地整理
订了“山南工业区”村级工业园
福利的真正实现。
“在政府支持下，山南工业
合同签约仪式举行，迎来了“山
改造项目土地整理合同。佛山
据介绍，
项目公司拟对山南
区迎来了新一轮再出发、再发展

经联社属下的 657 亩首期项目
用地采用
“流转 40 年+代建物业
返租 20 年”
的开发模式，
打造以
高端、环保、创新先进制造业为
主的高端产业集群。目前，
项目
公司正对改造区域的产业引进
及基础配套进行前期规划。
狮山镇委委员麦杰洪表示，
该项目是狮山镇截至目前以来，
公资系统兜底规模最大、预计投
入力度最大的，
它的推进对于全
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具有
示范带动作用，
提振了狮山雄狮
的信心。项目的土地整理合同
签约是整个项目改造的起步阶
段，也是关键节点之一，项目组
工作人员、社区等要借此势头加
快推进改造，
要做好前期项目设
计、评估工作，强化联合执法行
动。
“一定要让大家认识到村级
工业园改造势在必行。”狮山镇
党委委员刘水流表示，
要传达出
村级工业园改造的清晰信号，
与
村级工业园内存在侥幸、观望心
理的企业做好沟通，解决企业、
村民的顾虑和疑惑，
实现问题随
时提出、随时解决、随时推进，
加
快土地整理速度，
早日让项目开
花结果。

珠江时报讯（记者/方婷 通讯
员/黎凤彩）2 月 21 日起，
佛山市外来
（返）南海人员免费核酸检测采样点
暂停开放，
需要检测的市民，
可到常
态化采样点、便民核酸采样点进行
自费检测。
春节以来，南海区坚持实施相
关防疫措施，建议从外地来（返）佛
山前在始发地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并持 48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出行；市
外来（返）佛山的人员在抵达佛山后
24 小时内做一次核酸检测。2 月 5
日至 2 月 20 日，全区共设 117 个来
（返）佛人员核酸检测采样点，累计
派出医务人员超 8400 人次参与采
样工作，完成采样 206.7 万人次，已
出结果均为阴性。
如今，
免费检测点暂停开放，
有
需要的市民可到常态化采样点、便
民核酸采样点进行检测。南海便民
核酸采样点设在桂城街道大德公
园、大沥公园、黄岐文化广场、狮山
市民广场、里水洲村广百广场、官窑
草暖公园、丹灶公共自行车金宁广
场站等地，
均为自费采样点，
费用为
32.5 元/人次。受检者可在采样后
12 小时内，
在
“粤康码”
以及
“云康达
安临检”微信公众号上查询个人核
酸检测结果。
南海卫健提醒，
疫情形势严峻，
市外来（返）南海人员仍然建议进行
核酸检测。请广大市民朋友提前通
过
“粤核酸 4”
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
生成个人粤核酸码，
截图保存，
核酸
采样登记时向工作人员出示。如有
粤康码为红码、
黄码或有发热等新冠
肺炎相关症状的市民，
需到就近设有
发热门诊的医院进行核酸检测。

南海观音寺
开库活动取消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兴 通讯
员/狮宣）每年正月廿五至廿六是南
国桃园南海观音寺传统的观音开库
日。记者日前获悉，
今年南海观音寺
开库活动取消，
各位街坊不要跑空。
南海观音寺方面介绍，
近期，
全
国疫情多点散发，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根据上级疫情防控最新通知精
神，为切实保障广大宗教界人士和
信教群众生命安全，确保宗教活动
场所不发生聚集性疫情感染，经研
究决定，2 月 25 日、26 日，南海观音
寺夜间不对外开放，不举行开库等
活动，届时南国桃园及影视城周边
将实行交通及人流管制。

狮山镇兴业路东侧地段地块成功出让

城市狮山建设再提速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右
通讯员/潘建君)128679 万元出
让！2 月 22 日，
狮山镇兴业路东
侧地段地块由佛山市弘睿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成功竞得。这
是 2022 年佛山市成交的第一块
住宅用地，
将有力推动狮山实施
“2+2”
发展战略，为城市狮山建
设按下加速键，
助力全面打造现
代化活力新南海。
该地块位于狮山镇博爱湖
一线临湖位置，
面积约 94 亩，
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在佛山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海分中心网

珠江时报

上挂牌出让。一经挂牌，
该地块
也为城市狮山建设按下了加速
便备受关注。2 月 22 日上午 10
键。
时，网上竞拍顺利落锤，最终佛
兴业路东侧地段地块成功
山市弘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竞拍，是狮山强力推进产业核
以 128679 万元拍得该地块。按
建设的一个缩影。狮山产业核
规划，
该地块以建设住宅用地为
成为佛山主城区三大核心之
主，兼容零售商业用地、餐饮用
一，狮山在佛山乃至整个大湾
地。
区城市版图中的地位更加重
该地块所在的博爱湖片区
要，正迎来属于自己的“价值爆
是狮山的“城市客厅”，同时也
发”时代。近期，市委、市政府
处在佛北战新产业园范围内， 提出高标准建设“一区一园一
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投资前景
城”科技创新高地，其中“一区”
广阔。其成功竞拍，为佛山今 （佛山国家高新区）、
“一园”
（佛
年城市建设打响第一炮，同时
中人才创新灯塔产业园）在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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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山；区委、区政府提出要大力建 “ 轨 道 交 通 ”网 络 逐 步 呈 现 ，
设“七湖两湾一站一园”重点区 “ 三 城 ”融 合 发 展 格 局 初 步 形
域，其中狮山占据“一湖”
（博爱
成 ，城 市 配 套 更 加 优 质 ，生 态
湖）、
“一站”
（佛山西站）、
“一
环境更加宜居宜业，佛山副中
园”
（南国桃园）。佛北战新产
心呼之欲出。
业园作为广东省七大产业园之
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交相
一，规划面积 487 平方公里，狮
辉映，未来，狮山将在千亿经济
山范围有 153 平方公里，占据
体量基础上高位再进发，
举全镇
近三分之一。
之力推进博爱新城、佛山西站枢
纵览全镇，目前狮山聚集
纽新城、南海大学城三城融合发
南海体育中心、南海区人民医
展，
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全力创
院 、佛 山 机 场 、佛 山 西 站 、地
建
“两业”
融合示范镇，
以当仁不
铁、佛山植物园等医疗、文体、 让的决心魄力打造佛山副中心、
教 育 、交 通 、生 态 丰 富 资 源 ， 佛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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