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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玲

通讯员/关蕴琪李婉心)11月17

日，在南海区文化发展大会上，

《佛山西樵岭南文旅产业集聚区

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发

布。《规划》提出，打造“国家文化

公园先行探索区”，聚焦“岭南水

乡国际文旅度假胜地”“大湾区

文旅产业新高地”两大定位，以

大文旅促进城产人文高质量融

合，提升西樵全域新活力。

打造“一核三片”格局
“新生活方式带来了新机

遇！基于大文旅的理念，我们制

定了这份《规划》。”西樵镇党委

书记李毅佳表示，经过多年的发

展，西樵已形成了“一山一岛一

湾、一水六组团、五圩五村十馆”

文旅发展格局，既有深厚的“最

岭南”文化底蕴，也具备扎实的

“最岭南”文旅底子，擦亮了“文

翰樵山最岭南”的金字招牌。

对于如何抢抓机遇，《规划》

提出，西樵将打造“一核三片”产

业格局。其中一核是听音湖产

业创新核，打造文旅运营总部基

地，引领区域文旅创新升级；三

片是产旅融合创新片区，包括华

南轻纺城产业创新片区、大健康

高新技术产业园产业创新片区

和南方影视中心产业创新片区。

《规划》还提出，将聚力休闲

度假产业、数字文化产业、文化

创意服务产业、“文旅+”优势产

业四大产业提质升级，并实施文

旅可持续发展“五个三”行动计

划，出台覆盖七大方面的配套政

策，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式推动

佛山西樵岭南文旅产业集聚区

的“愿景图”变为“实景图”。

提供全方位
政策资金扶持

目前，西樵正编制《促进佛

山西樵岭南文旅产业集聚区发

展政策（草案）》，将从产业发展、

载体奖励、行业培育、基础设施

保障、金融保障、用地保障、人才

保障共七个方面提供全方位的

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包括设

立创新创业团队专项奖励，探索

设立“文旅镇长团”机制，以及在

优秀的中青年人才中选拔“文旅

镇长团成员”等措施。

未来8年、10年后的西樵是

怎么样的？李毅佳期待道：“我

希望是岭南文艺的创意基地，潮

玩青年的创新热土，文旅产业的

创业高地。”

大会上，西樵山碧云宾馆片

区改造项目、境界游系列野奢营

地项目、雄狮少年2、国艺度假

酒店二期、“趁墟而入”青年行动

计划、东方文旅项目等西樵六大

文旅项目现场签约，打响《规划》

实施的头炮，构建西樵岭南文旅

融合生态圈，提升“文翰樵山最

岭南”品牌价值。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玲通

讯员/关美君麦钰豪）11月17日，

西樵镇新田村改项目土地收回和

征收签约仪式举行，由新田村改

项目土地权属的九个经济社代表

与西樵镇政府、西樵镇樵兴产业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新田村新田

经济联合社等四方签署土地收

回、征收协议书和土地移交确认

书等。此次签约后，新田村集体

将把项目土地移交给镇政府统筹

开发建设。

新田村改项目位于新田村

龙高路北侧、樵高路东南侧，改

造 面 积 约 118.09 公 顷（约

1771.39亩），是西樵镇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的重点项目之一，也是

南海区首个通过“征改并用”实

行“工改工+集转国”连片开发的

千亩产业园区，实现项目各权属

经济社土地统筹开发、统一规

划、集中分配。

今年5月，该项目开发方案

表决工作拉开序幕，各工作组深

入听取收集意见，完善方案、入户

走访、向村民解释，并于8月1日

最终确定开发方案。最终，经过

约50天攻坚，9个经济社对该项

目开发方案以100%的同意率表

决通过，标志着西樵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展

现出南海雄狮、西樵尖兵的担当

和力量。

西樵镇党委副书记夏泽鸿

说，该项目推进既是“当前有实

惠”，又是“未来有前景”，是区、

镇、村三方凝聚共识的胜利，对全

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具有重要示

范带动意义，也给村民提供了更

多就业选择。

正式签约后，西樵镇将继续

围绕“空间再造、产业重塑，缔造

美好生活在西樵”的工作主线，凝

心聚力推动新田村改项目，助力

新田村产业升级改造，重点围绕

“智能智造”“功能性食品”等方向

布局大健康产业，规划建设功能

性食品及智能智造产业园。

接下来，西樵将借助新田村

改项目的标杆作用，着力推进其

他千亩连片“工改工”项目。

去年 12月 1日，西樵镇拉

开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攻坚行动，

重点推进“2+3+4”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示范项目，包括两大产业

转型引领项目，三大千亩连片

“工改工”项目以及四大示范村

居项目。

2022年度全国千强镇榜单

出炉

西樵镇排名第23位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玲通讯

员/关蕴琪）11月18日，《2022年中

国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成

果》发布。其中，南海上榜2022年

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和全国投资

潜力百强区第二位，西樵镇上榜

2022年度全国千强镇榜单第23位，

比去年上升2名。

近年来，西樵镇围绕“空间再

造，产业重塑，缔造美好生活在西

樵”的工作主线，始终保持高质量发

展的闯劲，拓空间、促转型、提品质，

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8.5%；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30.17

亿元，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

了“十四五”良好开局。2022年上

半年，西樵镇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发展，全面铺开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转型升级纺织产业、提速布局健康

产业、创新发展文旅产业及聚力生

态建设，均取得明显成效。今年上

半年，西樵共招引超千万元项目共

20个，超亿元项目5个，超10亿元

项目1个，超50亿元项目1个，计划

总投资额约64.8亿元，同比增长约

38%。

2022年上半年，西樵镇编制了

《西樵镇镇域城乡融合战略规划》，

着力构建“一山两江、三片十组团”

城镇空间布局。以九大项目为抓

手，探索以连片村改、产业转型、乡

村振兴等多种模式，推进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实现全域土地大整治、大

腾挪。

11月17日，南海文化发展大会

在西樵召开，西樵岭南文旅产业集聚

区发展规划发布。11月18日，2022

“艺术在樵山——广东南海大地艺术

节“在西樵开幕。从激活千年文脉、

打造“最岭南”的人文之城，到拥抱世

界艺术，成就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文化赋能，西樵这片古老大地，正迸

发出新的生机，绽放出新的活力。

西樵纺企赴深圳观展
探索市场发展动向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玲通讯

员/李颖妍）11月22日，西樵镇组织

多家纺织企业到深圳，参加2022年

“第四届Pre-miereVision品锐至

尚深圳展（AW23/24）”以及“深圳

大浪时尚小镇”等系列活动，引导纺

织企业多方位掌握市场动向。

专利数字化AI织造的“蝴蝶

锻”、面料更轻薄的百分百牦牛绒、

千鸟格提色织面料羽绒服、舒适香

云纱……参观团首先来到“第四届

PremiereVision品锐至尚深圳展

（AW23/24）”现场，针织、面料等全

产业链产品让成员们流连其中，大

家不忘发掘商机，与品牌商家沟通

并交换联系方式。

为更好了解纺织全产业链的发

展新模式，参观团还来到香云纱直

播间、艺之卉时尚博物馆及卡兰巴

卡多元化时尚艺术展厅等参观学

习，了解“服装服饰产业+现代传媒

产业+创意产业”融合的全新模式，

探索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希望通过组织参观活动，带给

企业家们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设计

思路，并延伸到镇内纺织产业链。”

西樵镇领导江富樟表示，纺织产业

是西樵镇的优势产业，希望通过系

列参观活动及镇内政策扶持等举

措，带动服装设计、面料高质量研发

等方面的提升，推动西樵镇纺织产

业高质量发展。

珠江时报讯（记者/柯凌

娜 程虹）11月18日，“艺术在

樵山——广东南海大地艺术

节2022”在西樵启动，134位

（组）艺术家参与创作的73个

艺术项目集体亮相。

本次艺术节以“艺术在樵

山”为主线，以“最初的湾区”

为策展主题，在主会场西樵

镇，确定三大分区组团共8个

区块进行艺术落位。

其中，三大区域组团为一

山一湖之山湖对望、一岛一墟

之江岸相守、三村一园之村田

辉映，8个分区则是西樵山、听

音湖、平沙岛、太平墟、松塘

村、儒溪村、凰岗村、渔耕粤

韵，还有4条观览篇章线索

——文明的探访+生态的巡

礼+耕读的智慧+美食的回

廊。首个周末，南海大地艺术

节各艺术区域共接待游客超3

万人次。

（更多报道详见B02~03版）

“五个三”行动计划
让“好玩西樵”即刻来到

西樵发布岭南文旅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

南海大地艺术节
迎八方游客

西樵镇新田村改项目土地收回和征收签约仪式举行

移交项目土地
统筹开发建设

三 大 先 行 载 体

●岭南文旅运营总部基地

●岭南新生活方式品牌创

新中心

●岭南数字文创中心

三 大 大 本 营

●户外大本营

●研学大本营

●美食大本营

三 大 活 动 平 台

●西樵山文化论坛

●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

●狮武岭南年度活动

三 项 人 才 计 划

●岭南书院复兴计划

●“趁墟而入”青年发展计划

●文旅运营人才培育计划

三 类 服 务 平 台

●文旅科技服务平台

●文旅人才服务平台

●文旅金融服务平台

■市民欣赏艺术作品《永恒之花-立花》。 珠江时报记者/何泳谊摄

■四季营地、夜经济集市等新潮活动的开展，让西樵的文旅IP更具年轻态，也赢得了市场的良好反响。

（通讯员供图）

“五个三”
行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