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3月30日

星期一
庚子年三月初七

珠江时报官方微信 珠江时报官方微博

佛山传媒集团主办 珠江时报社出版 第5802期 今日8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4-0167 24小时热线 83000123 13827720000

零售每份1元 订报热线：83872000珠江时报 电子版：www.nanhaitoday.com 责编 王崇人 美编 刘凯韬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年智肖

莎莎通讯员/南宣）广佛全域同

城化再迎新突破。3月27日，广

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与佛山市南

海区人民政府签署《推进协同创

新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下称

《协议》），双方将依托南沙自贸试

验区和南海产业强区等互补优

势，在广佛极点内率先助推自贸

区制度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度融

合，打造区域内市场高水平互联

互通、各类要素资源高效便捷流

动、人民生活更加便利的开放型

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共同体。

强强联合
将共建协同创新示范区

27日下午，由市委常委、南

海区委书记闫昊波和南海区区

长顾耀辉率领的南海党政考察

团赴广州市南沙区参观考察，考

察团一行首先参观南沙国际航

运中心，考察口岸通关便利化和

南沙总体规划建设情况。随后，

南海与南沙签订《推进协同创新

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

全面铺开，广佛合作的机遇前所

未有。此次两区签署协议，是落

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纲要

和广佛全域同城化合作的重大

举措，将强化两区在协同创新、

区域发展、产业升级、基础设施、

生产生活、粤港澳合作和对外开

放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打造区域

协同创新发展典范。

南沙区与南海区虽不接壤，

但协同发展是双方共同的期

待。“两地合作有良好的基础条

件，南海在商贸方面有优势，我

们在港口航运有优势，双方在产

业、贸易物流、金融、制度创新等

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广州

市委常委、南沙区委书记、广州

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蔡朝林

表示，将以落实协议为契机，进

一步深化合作与交流，实现互利

共赢，协同发展，携手同行。

南沙是连接珠江口两岸城市

群和港澳地区的重要枢纽。自贸

试验区获批以来，南沙以制度创

新为核心，截止2019年底累计

形成506项制度创新成果，商务

部已公布的三批“自贸试验区最

佳实践案例”中，“跨境电商监管

新模式”“企业专属网页政务服务

模式”“智能化地方金融风险监测

防控平台”皆来源于南沙，自贸区

制度创新始终走在前列。

南海区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腹

地，改革开放以来，南海市场经济

活力十足、各类市场主体蓬勃发

展，现已拥有11个年产值超200

亿元的产业，形成了以汽车整车

及零部件、有色金属、智能家电、

平板显示器件、半导体照明为主

导的门类齐全的现代产业体系，

制造业供应链十分完善。

按照《协议》，两区将共建协

同创新示范区、平台经济合作先

导区和社会服务共享区，其中包

括制度创新、同城化信用体系、

加强两地优势产业联动等12项
具体合作内容。

“这次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

是一个新的起点，今后两区将在

更广领域、更高水平、更深层次

开展深入的交流合作。”闫昊波

表示，两区发挥各自优势，推进

协同创新发展战略合作，既是深

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

广佛全域同城化的重要举措，也

是两区在同一战略目标下实现

优势资源整合、互利共赢发展的

科学决策。

（下转A08版）

南海南沙共建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示范区
以大沥作为合作先导区，推动自贸区制度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珠江时报讯（记者/柯凌娜

通讯员/张琼） 3月28日上午，

南海区北村水系流域水环境综

合治理项目启动。该项目总投

资78.77亿元，是南海区至今

为止最大的环保工程项目，今年

将重点完成主要河段水环境改

善、黑臭水体治理任务。

南海区区长顾耀辉在启动

仪式上表示，水污染防治是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也是区

委区政府的重点工作，今年将继

续加大水污染防治工作力度，加

快建设一批环保基础设施工程。

北村水系流域是南海区最

大的水系，地跨狮山、大沥、里水

三镇，总面积约246.79平方公

里，包含雅瑶水道、香基河、谢边

涌等主要河涌129条，总长度

212公里。该区域属于南海区

广佛交界的重点区域，人口密

集、工商业发达、污染源复杂，河

涌污染历史欠账较多。

“近年来南海区大力推进

整治，流域内河涌的水质状况

逐步改善，但仍存在部分河涌

水质未达标，各河涌整治系统

性不够强、整治不同步等状况，

治理未能充分达到预期效果。”

南海区副区长、北村项目建设

指挥部组长黄颂华介绍，经过

对北村水系流域现状分析，参

考广州、深圳、东莞、中山等城

市治水的成功经验，南海区决

定以流域治理方式，对整个北

村水系流域进行统一规划、科

学制定治理方案。

本次项目涵盖排水防涝工

程、水环境改善工程、活水工程、

水生态修复工程、水景观与水文

化工程五大方面，将打造流域水

安全、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

水文化、水智慧六位一体的生态

文明格局，实现“河畅、水清、堤

固、岸绿、景美”的总体目标。目

前，区政府已成立项目建设指挥

部，以重点统筹协调建设过程各

环节工作。

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

利局局长叶新介绍，整体项目

预计可以在2024年完工，今年

重点完成主要河段的水环境改

善、黑臭水体治理等相关工程。

“今年，我们将在继续加

大水污染防治工作力度，加快

建设一批环保基础设施工

程。”启动仪式上，顾耀辉表

示，北村水系流域水环境综合

治理项目是南海区至今为止

最大的环保工程项目，也是南

海开展招投标制度改革的第

一个试点项目。

他寄语中标单位要充分

发挥技术和管理优势，在严守

工程安全和质量底线的前提

下，又好又快推进项目建设实

施，打造成为水环境治理领域

的标杆示范工程。各有关镇

街和部门要坚持监管与服务

相结合，高效协调解决项目建

设中的困难和问题，共同将该

项目建设成经得起历史考验、

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良心工

程、放心工程。

(相关报道详见A07）

北村水系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启动
总投资78.77亿元，五大工程协同推进科学治水

珠江时报讯（记者/周钊泷

通讯员/张凤欢）今天，南海区

2020年度城市更新项目网上

推介正式举行。为配合疫情防

控需要，南海区取消了往年现场

推介会形式，首次通过“云推介”

方式开展推介活动。214个项

目、6.8万亩城市更新项目以互

联网+的方式进行展示，吸引社

会各界人士发现南海、走进南

海、投资南海。

自2007年开展“三旧”改

造至今，南海区已实施改造项目

821个共5.8万亩，启动的“三

旧”改造项目投资资金超1600
亿元。而城市更新项目推介是

展示南海“三旧”改造项目的重

要窗口。

今年共推介城市更新项目

214个，不仅有城市更新（“三

旧”改造）项目、村级工业园改造

提升项目，还包括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项目、区（镇）储备土

地、文旅以及乡村振兴等项目。

另外，还重点推介三龙湾高端创

新集聚区南海片区、沥桂新城片

区、佛山西站枢纽新城片区、听

音湖片区等重点片区。

除此之外，南海区首次集中

推介12个文旅产业载体项目，涵

盖古村活化、电竞产业园、村级工

业园改造提升、酒店改造等多种文

旅业态，借此不断增加文化和旅游

有效供给，提升文旅项目服务品

质，打造文化和旅游特色品牌，推

动南海文化产业跃上新台阶。

与此同时，南海积极响应省

委“1+1+9”工作部署，发布了3
个规划篇章，分别是城乡融合十

大示范片区规划、西樵山周边区

域综合发展规划以及南海区城

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

（2019-2025）。
此外，南海还公布了城市更

新（“三旧”改造）实施办法的补

充规定（征求意见稿），以提高改

造积极性和降低改造难度为着

力点，加入落实政府裁决和司法

保障，优化审批流程等新内容，

为城市更新（“三旧”改造）、村级

工业园改造注入新活力。

“欢迎社会各界选择南海、

投资南海。”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

海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南

海将推动村级工业园改造与产

业升级发展紧密接轨，依托村级

工业园整治提升和“三旧”改造的

探索，将产业载体和优质土地资

源串联起来，培育经济增长新动

能，提升经济品质及城市品位。

同时也将通过政策制度创新，加

大资金扶持力度，产业用地扶持

等，加大村级工业园改造提升扶

持力度，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相关报道详见A04~A06版）

南海区2020年度城市更新项目网上推介今日举行，城乡融合十大示范片区首次亮相

214个城市更新项目首次“云招亲”

■3月27日，南海南沙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示范区。 通讯员/麦炽辉 摄

南海、南沙12项合作内容

3、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4、统一规范企业登记制度。

（一）共建协同创新示范区

1、协同推进制度创新。

2、构建同城化信用体系。

（二）共建平台经济合作先导区
5、共建大沥国际贸易港合作平台。

6、加强两地优势产业联动。

7、共建贸易便利化服务体系。

8、共建产业集群与口岸联动机制。

9、深入推进金融合作。

12、深入开展政务服务同城化。

（三）共建社会服务共享区

10、深化产业教育、人才合作。

11、探索推进社会保障对接。

顾耀辉率队开展清明
节前森林防火工作巡查

加大巡查频率
降低风险隐患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慧通讯员/

黄志生罗慧） 3月28日，南海区区

长顾耀辉率队到南国桃园“巡山”，开

展清明节前森林防火工作巡查。顾

耀辉强调，清明时节是森林防火的重

要节点，各部门、镇街要做细做实各

项森林防火工作，加大巡查频率，严

管严查，确保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上午10时许，顾耀辉一行来到

南国桃园平顶岗山山脚，检查区专

业森林消防大队狮山中队队伍、设

备情况。现场，狮山中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了中队主要职能，以及日常

巡查、森林防火措施等工作开展情

况。

清明时节是森林防火的重要节

点，因疫情防控需要，今年清明期

间，全区各殡仪馆、各墓园等场所暂

停现场祭扫服务接待。顾耀辉表

示，这对于南海区森林防火工作来

说有利有弊。一方面，暂停清明现

场祭扫，集中祭扫人员减少，有助于

森林防火工作开展。另一方面，可

能出现的零散祭扫行为导致森林火

灾风险增大，全区森林防火工作面

临更大的压力。

顾耀辉强调，各部门、镇街决不

能放松警惕，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清明祭扫工作，做细做实各项森

林防火工作，加大巡查频率，切实降

低森林火灾风险隐患，确保疫情防

控和清明祭扫工作“两手抓、两不

误”。

随后，顾耀辉一行沿森林防火

通道登上平顶岗“巡山”，边走边查

看消防栓等消防设备的养护情况，

并到消防物资仓库进行检查。

副区长黄颂华参加检查。

南海区组织收听收看
全省清明期间疫情防控和
安全防护工作视频会议

严防境外输入
做好清明安全防护

珠江时报讯（记者/戴欢婷）昨

日，全省清明期间疫情防控和安全防

护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在南海区分会

场，各镇（街道）、各有关单位主要负责

人收听收看了会议。全省视频会议

后，佛山市紧接着召开视频会议，市委

常委、南海区委书记闫昊波在分会场

汇报南海清明疫情防控和安全防护工

作。会后，闫昊波强调，南海要克服松

懈思想，严防“境外输入”，倡导互联

网+祭扫，做好清明期间安全防护工

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今年清明恰逢疫情期间，为巩

固拓展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形势，严

防“境外输入”，做好疫情发生地返回

南海的人员疫情防控，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健康安全，南海清明期间将

暂停现场祭扫，推出三项便民服务

方式——网上拜祭、免费代祭鲜花、

线上线下传思念，让市民足不出户

也能拜祭先人。

闫昊波表示，南海按照党中央和

省委、市委要求，坚持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工作，全面加强消防安全、森林

防火等防护，加强现场祭扫管理，重

点加强全区各殡葬服务机构、有祭扫

服务的宗教场所的管理。一方面要

安排机动巡逻队在西樵山、林岳岗、

三山森林公园等地开展安全巡查，全

面排查山火隐患；另一方面，统筹制

定临时交通管制方案，加强交通指

引，切实预防和制止各类安全事故的

发生，尤其要警惕野外祭扫。

（下转A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