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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诗

通讯员/区仲武 麦钰豪 摄影报

道）“我们将举全镇之力，坚定不

移推进村改大攻坚，助力全区推

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展现西樵

担当！”11月23日上午，西樵镇

党委书记李毅佳在南海区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攻坚誓师大会上

表达了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的决心。

按照计划，西樵镇将确保于

2022年完成2500亩村级工业

园攻坚拆除任务；力争到2023

年12月31日前完成1500亩拆

旧复垦任务；于2022年12月31

日前至少完成任务的 50%；

2022年~2026年，每年实现政

府统筹连片工业用地不少于

1000亩；同时坚守产业用地棕

线总量，铁腕开展环保执法；坚

决打击两违用地，确保完成产业

保障房建设和宅基地改革任务。

李毅佳表示，西樵将拿出更

大的决心和魄力，按照全区土地

全域综合整治的总体布局，严格

把握时间节点，构建城乡空间新

格局。具体将从“全力推进低效

建设用地腾退、全力加快连片产

业用地储备、全力守好‘三条’红

线”这三个方面着手。

同日，西樵镇也用行动证明

了推进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推

进土地综合整治的魄力。

当天，西樵镇召开百西村级

工业园升级改造攻坚行动工作

协调会议，并于会后对百西某村

级工业园展开多部门联合执法

行动。

行动中，执法组发现该工业

园内的3家企业存在违规生产

和安全隐患问题，执法人员依法

对其开具相关文书，并采取停电

措施。

西樵镇副镇长梁颖豪表示，

村级工业园是西樵镇“空间再

造”的主战场，村级工业园升级

改造是全镇的中心工作，当天的

行动只是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

工作新阶段的开始。

接下来，西樵镇将加强部门

联动，形成统一思想，明确各自

责任，形成合力，全面加强综合

执法力度，整治散乱污、消防、安

全风险等隐患大的村级工业园，

全力推动西樵镇高质量发展。

南海区村级工业园升级改

造攻坚战第三工作组也全程参

与了行动。该工作组相关领导

表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

一定要有警惕性，要将这样的综

合执法常态化，形成工作思维和

习惯，为企业安全生产和村改大

攻坚提供保障。

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诗通

讯员/林嘉豪麦钰豪）11月19日，

剑桥港大产业领袖企业家代表团

走进南海西樵，围绕文旅、大健康

等产业展开交流活动。活动中，

西樵镇首次披露将大力发展大健

康产业，建设西樵山大健康高新

技术产业园——“樵山康谷”，打

造“粤港澳大湾区大健康产业集

聚区”的重磅消息。

开辟大健康产业新赛道
南海区经促局副局长高瑞

灵向代表团介绍，地处粤港澳大

湾区腹地和广佛都市生活圈的

南海拥有典型的“小城成本”和

“大城资源”。如今，南海正以产

业转型升级引领经济社会高质

量转型发展，把“两高四新”现代

产业体系建设作为产业转型升

级的主线，以产业结构优化推动

空间结构、人口结构、能源结构

优化，以科技创新、数字变革、绿

色低碳和“文化+”赋能高质量

发展，带动城市形态、社会治理、

生态建设等各领域全面转型。

同时，作为千年古郡，南海

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

底蕴，西樵更是南海乃至珠三角

的文化之根，素有“未有珠三角，

先有西樵山”的说法。

实际上，西樵的生态资源集

中，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雄厚

的产业基础和高质量的接待能

力，具备创造湾区独特的公共休

闲产品的可能性。在交通区位

方面，根据佛山地铁2号线二期

规划，将有6个站点设在西樵镇

内。在这样的资源优势下，西樵

正准备在大健康产业方面上开

辟新的赛道。

推动大健康产业发展
“产业有前景、区域有空间、

西樵有潜力”是西樵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张国欣对发展大健康产

业的信心所在。他在活动上首

次分享了西樵在推动大健康产

业发展方面的最新规划。

相比起国内多数大健康产

业园以“生物医药、中医药、医

疗器械、医疗旅游”为重点发展

方向，西樵镇结合自身资源禀

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提出

“樵山康谷——山水人文生态

城、智慧创新产业园”和“未来园

区”的建设概念，打造“粤港澳大

湾区大健康产业集聚区”，力争

成为佛山拓展创新产业发展的

战略空间。

目前，西樵镇正围绕城市空

间拓展、产业布局优化对“樵山

康谷”进行高标准谋划，为岭南

文旅产业和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提供容量更大的载体。

“西樵想要发展的大健康产

业对我们来说很有吸引力！”参

加活动的深圳市南山区的企业

代表尚云华说，西樵镇在康养、

文旅方面的产业定位很符合未

来的发展方向，他将组织深圳的

企业到西樵参观和投资。

珠江时报讯（记者/练梦婕

通讯员/陈文纺 关蕴琪 摄影报

道）为更好地完成驻镇帮镇扶

村工作，日前，西樵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张国欣带领相关部门、

企业代表前往肇庆市封开县大

洲镇，开展驻镇帮镇扶村调研

活动、“万企兴万村”村企结对

签约仪式暨爱心企业捐赠物资

活动。

11月17日，佛山市南海雄

科纺织有限公司、佛山市裕丰无

纺布有限公司、广东新元素板业

有限公司、广东方向陶瓷有限公

司、佛山市南海区杰大饲料有限

公司、佛山市名杰纺织有限公

司、佛山市南海利达印刷包装有

限公司、佛山市南海旺阁渔村饮

食服务有限公司共8家“万企兴

万村”对接帮扶企业与大洲镇8

个村（居）签约。

调研活动中，张国欣将20

万元乡村振兴结对帮扶协作

资金送到大洲镇的代表手

中。挂大洲镇委副书记、西樵

镇驻大洲镇帮镇扶村工作队

队长王朱仁表示，将结合当地

实际制订规划和工作方案，进

一步宣传推广大洲的旅游资

源、特色农产品，并计划投入

资金约500万元，实施扶持产

业发展、农业种养、基础设施提

升等6个项目。

张国欣表示，当地拥有的自

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等与西樵形

成互补，双方如果能够对接好是

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希望能

结合西樵镇的特色为大洲镇的

发展做出贡献。”

封开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林坚表示，山水文化一向是大洲

镇的名片之一。未来，大洲镇将

深入发掘大洲优秀文化资源和

旅游资源，有效整合当地红色文

化和民族文化资源，进一步推动

大洲镇文旅产业发展。

随后，两镇领导、相关部门

及西樵的企业代表、爱心企业分

两支队伍，分别前往相应村居进

行走访调研工作、防返贫监测户

及前往泗科小学、上律幼儿园赠

送物资。

当西樵镇领导、相关部门及

爱心企业代表们走进泗科小学

时，学生及老师用热烈的掌声对

他们表示欢迎。爱心捐赠活动

中，广东润成创展木业有限公

司、佛山市汇牌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冠旺龙纺织有限公

司等6家爱心企业，为学生、老

师送上篮球、书包等日常用品及

爱心午餐费用善款。为表示感

谢，学校派出代表为爱心企业代

表们送上感谢状。

“感谢这些具有社会责任

感的西樵企业，希望各位同学

要以他们为榜样，将来学业有

成后为家乡培养人才做出贡

献！”大洲镇党委副书记莫瑞

金表示。

西樵镇坚定不移推进村改大攻坚，助力全区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三个全力”构建城乡空间新格局

西樵将大力发展大健康产业，建设西樵山大健康高新技术产业园“樵山康谷”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大健康产业集聚区

西樵镇与肇庆市封开县大洲镇达成结对关系

送去帮扶资金 推动产业发展

西樵公共自行车
停止运营
市民请在12月 31日前完

成退卡退费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玲 通

讯员/何杏霞陈晓婷)“您好，想问问

西樵公共自行车停止运营，该怎么

退卡呢？”日前，记者从西樵镇市政

办了解到，西樵镇公共自行车从11

月16日起正式停止运营，不少市民

关注如何退卡退费的问题。

据悉，西樵镇在2017年3月1

日正式启用公共自行车站点及网

络系统运行，最多是开设新城广场

站点、金典广场站点、樵园公园站

点、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站点等15

个站点，投放超600辆自行车。但

受西樵镇市民出行习惯及疫情等

多种因素影响，镇内公共自行车日

均租用量低于 70 次，租用率过

低。经过前期调研与实际情况，西

樵镇市政办自11月16日起决定停

止镇内公共自行车运营。

针对市民关注的退卡退费的

问题，西樵镇市政办自行车管理部

负责人李锦成表示，市民需在12

月31日前到西樵山山北客服中心

及西樵镇市政管理办公室办理退

卡退费手续。

其中，市民在办理退卡时需提

供持办卡时使用的有效证件原件、

公共自行车IC卡、《西樵公共自行

车租用服务卡申领表》、按金收据

原件。若是代办退卡退款业务的，

则需要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持卡人身份证复印件。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市民在退

卡时，若IC卡存在“租车未还”状态

的，需先缴交失车赔款；若存在异

常状态的，则需先进行异常卡处

理；若遗失IC卡的，市民也需先缴

交工本费10元/张。

西樵镇市政办方面表示，市民

需按照指引尽快到相关站点办理

退卡退款手续。此外，两站点的退

卡退费的办理时间均为8:00~12:

00以及下午2：00~5:00，市民若

有 相 关 问 题 可 拨 打 0757-

86888630、0757-86868833热线

进行咨询。

■西樵多部门联动对百西某村级工业园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西樵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国欣（右三）将20万元乡村振兴结对帮扶协
作资金送到大洲镇的代表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