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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与生态和谐共生 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
西樵镇召开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全力打造品质西樵、生态西樵、幸福西樵

昨日，西樵镇第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在樵

山文化中心召开。2021年，

西樵镇将以“产业与生态和

谐共生、城市与乡村融合发

展”为工作目标，大力推动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

一步优化提升生产、生态、生

活空间。

同时，会议提出，“十四

五”期间，西樵将通过建设引

领佛山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的极点镇、争做先进制造业

生态化发展的排头兵、成为

城乡融和共治的先进典范、

打造人文生态宜居的南海标

杆这四大方面努力探索城乡

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有效路

径，全力打造品质西樵、生态

西樵、幸福西樵，开启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十三五”期间，西樵镇全力

推动西樵山、听音湖片区、山南

片区、西岸片区联动发展，全域

旅游发展格局逐渐成型，“文翰

樵山最岭南”品牌越发响亮，西

樵成为南海、佛山乃至大湾区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极。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西樵

镇将进一步激发这“一极”的力

量，深化“文化+旅游+体育+会展+
演艺+乡村振兴+生态公园”融合

发展模式，紧抓环西樵山及西岸

片区文旅项目联动发展和提质升

级，高标准构建全域文旅产业大

格局，把西樵建设成引领佛山全

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极点镇。

在不久前的西樵镇重点项

目集中开竣工仪式上，刚动工的

有为馆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建成后，它将与飞鸿馆“一文一

武”交相辉映，成为听音湖畔的

新地标，并与樵山文化中心共同

打造高标准高品质的公共文化

场馆，推动会议经济和会展经济

发展，丰富第三产业形态。

参与有为馆建设的广州美

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副院长刘

可介绍，“这里不仅有展现岭南

历史文化艺术的固定展厅，还会

有国际性的美术展厅，形成传统

与现代的交错。广美将与西樵

携手，把有为馆打造成新的文

旅、艺术地标，助力广东艺术文

化建设，推动广东的艺术文化生

态发展。”

此外，佛山千古情、樵顺嘉

宝酒店等文旅重点项目正在加

速建设中；听音湖美食集聚街

区、云影琼楼及白云楼升级改造

也将于年内动工。这一系列的

文旅项目建成后，西樵的文旅业

态会更加丰富，进一步健全西樵

的文旅产业链。

另一方面，岭南文旅小镇的

发展离不开文化底蕴的支撑。

要想将“珠江文明的灯塔”延续

下来，就必须加快文化资源转

化，提升文化软实力，使传统文

化焕发新活力。为此，西樵将依

托各个文化社团，丰富西樵山、

桑园围的文化内涵，推动龙舟、

醒狮、粤剧、香云纱等岭南传统

文化的创新发展。同时，西樵积

极打造以国艺影视城为中心的

影视旅游产业集聚区，推动粤港

影视合作。

未来，文旅全产业链和文化

资源的力量将不断集聚到这个

“极点镇”中，为推动佛山市全域

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建设引领佛山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极点镇

会上，西樵镇党委书记关海

权强调，西樵要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

走制造业生态文明创新之路，着

力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

化，推动“三产联动，三生融合”，

争做先进制造业生态化发展的

排头兵。

要实现产业生态化发展，首

先要突破产业空间的局限。近

年来，生产粗放、产能落后的村

级工业园已经成为制约西樵发

展空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所在，

也是安全生产、环境污染的源头

所在。

2020年，西樵镇成功腾出

一片产业和城市发展空间，引入

五八科创园等一批新兴产业载

体和企业，在“空间赋能”的进程

中“一路高歌”。2021年，西樵

镇将乘势追击，持续推动村级工

业园升级改造，大力整合优化土

地资源，高起点谋划五大片区产

业布局，继续引入优质企业，进

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对于身处国家森林公园

——西樵山下的企业来说，绿色

发展是一门“必修课”。推动传

统制造业的绿色化改造是政府、

企业要共同坚守的方向。在这

其中，获得国家工信部认证“绿

色工厂”称号的蒙娜丽莎集团在

一众西樵企业中作出了良好的

示范。2020年12月投用的蒙

娜丽莎绿色智能技改项目更成

为西樵工业企业乃至陶瓷行业

向自动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

的示范性项目。

“我们要鼓励企业自主创

新，铁腕开展环保精准防治，全

力抓好行业治理，淘汰落后过剩

产能，培育壮大绿色清洁产业，

推动产业生态化发展。”关海权

说。

踏入2021年，西樵镇还将

蓄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除了积

极践行“深圳创新+佛山产业”部

署，主动承接莞深科技产业外溢，

近期正式在西樵镇太平社区动工

建设的“双百亿”项目——腾龙湾

区数据中心则是西樵现代产业体

系中一个重要的“砝码”。

腾龙控股集团董事长任少

龙表示，数据中心将积极融入粤

港澳大湾区整体规划与发展目

标，为城市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全

面的增值服务，助力佛山引入新

技术、新智造、新产业，打造数字

产业生态，为实现高价值产业聚

集发挥重要桥梁与支撑作用。

争做先进制造业生态化发展的排头兵

作为南海区城乡融合发展

改革创新实验区的示范片区之

一，环西樵山片区既有老城区，

也有新建城区，既有成片农田

坑塘，也有连片村级工业园，是

展现西樵城乡格局的典型区

域。

在关海权看来，环西樵山

城乡融合发展示范片区建设是

重中之重，要深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重点推进百里芳华西

樵段建设，加快国家生态公园

的建设，打造美丽田园。他透

露，西樵预计用3年时间来建设

该片区，总投资达80亿元。

在经过连片村级工业园改

造和连片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

后，包括万亩桑基鱼塘片区、山

南片区、听音湖片区和官山城

区在内的环西樵山片区将通过

水网、绿网、轨道、绿道等进行

串联，实现城乡资源连片整合，

推动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

西樵镇乡村振兴连片示范

区设计与实施的总顾问单位、

广东乡伴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

司环西江事业部负责人张伟群

介绍，将以西樵山为中心，把山

南片区的10个村（社区）连片

打造成“美丽家园、美丽园区、

美丽田园、美丽河湖、美丽廊

道”的乡村振兴连片示范区，并

因地制宜地提炼打造“一村一

品”，让这个示范区更具本土特

色。

“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重

构城乡格局，必须要告别‘城市

不像城市、乡村不像乡村’的景

象。”在这一方面，处于山南片

区的儒溪村党委书记陈旺弟颇

有感触，“所以我们要把乡村建

设得更像乡村，在新时代焕发

乡村的魅力。”一直以来，儒溪

村坚持绿色生态发展，党群合

力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实现产

业与生态平衡，将儒溪村建设

成远近闻名的南海区乡村振兴

精品示范村和佛山市乡村振兴

示范村建设单位。

人心齐，泰山移。要实现

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离不

开人性化的社会治理。“过了西

樵大桥就是西樵人”这句话最

能体现西樵在创新社会治理、

融和共治方面的积极态度。

接下来，西樵将加快樵北

小学、翰林小学等一批中小学

校提质扩建，推进南海区第四

人民医院业务用房、社区幸福

院等民生工程，强化养老、医

疗、社保、教育等城乡基本公共

服务均衡配置，健全党组织领

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基层治理体系，努力营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

设“幸福西樵”。

成为城乡融和共治的先进典范

“西樵镇拥有‘山水林田湖

岛’等丰富的生态和文旅资源，

还有水力、电力等资源禀赋以及

传统产业的坚实基础，是我们发

展的优势所在。”西樵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杨明说。

正因如此，西樵计划利用自

身的资源优势，打造人文生态宜

居的南海标杆。“我们要让生态

优势成为西樵产业、文旅、城市

融合发展优势，要把好山好水融

入城市建设，积极打造宜居宜业

宜游的岭南特色名镇。”关海权

说。

而环西樵山片区综合整治

将是西樵以点带面实施城乡美

化绿化提升工作的突破口。其

中，西樵将在水环境的治理上

“下大功夫”，包括推进环西樵山

绿道建设，疏通沿线水系，提升

道路沿线绿化景观；推进官山涌

北岸岭南特色滨水景观整治提

升和北江滨江岸线美化绿化，打

造独具特色的生态景观廊道。

为了让城乡村居共享优质、

宜居的生活环境，西樵镇将结合

“百里芳华”乡村振兴示范带建

设，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污

染防治攻坚战成果，持续治理大

气、水和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

继续大力推进农村污水治理，持

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放眼全镇，目前已经有13
个村居签约大市政服务，7个村

居签订小市政服务。这都得益

于西樵镇政府对大市政走进村

居的优惠政策，对位于不同区域

的村居进行不同比例的补贴，对

处于核心区域的村居实行大市

政补贴40%，对经济一般村居

补贴60%或以上，对经济相对

好的村居补贴40%，对实行小

市政的村居补贴30%。

不少游客对西樵的印象还

停留在“西樵山景区”，还有很多

好玩的地方等待他们挖掘。所

以，西樵计划打造森林小镇特色

品牌，整合万亩桑基鱼塘、平沙

岛、西岸茶山等生态资源，加快

国家生态公园及樵韵碧道建设，

提速西岸乡伴文旅项目，发展生

态休闲文化旅游，为游客打造一

个更宜游、体验感更强的旅游目

的地。

打造人文生态宜居的南海标杆

文/珠江时报记者钟泽诗通讯员 关蕴琪

发展成果
西樵“十三五”经济

五年来，西樵坚定不移发

展实体经济，聚焦发展现代制

造业，经济产业发展朝着集聚

化、多元化迈进。

2016年~2020年，地区生

产总值从153亿元预计增

长至202亿元，年均增长

7.19%。西樵在“全国综

合实力千强镇”排名从全国

第28名跃升至第25名。

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累计

拆除整理土地6525亩，新

建成产业载体44万平方

米，拆除“两违”建构筑物

248.55万平方米。

累计引进超亿元项目45

个，投资总额达412.8亿

元。

高标准规划建设五大产业

片区，加码设立2亿元镇

级村改扶持奖励基金。

卫生用品行业产值从

15.41亿元增至41.48亿

元，年均增长28.1%，行业

集聚并逐渐向医卫用纺织

品等领域延伸。

高新技术企业从8家增至

114家，省、市级工程技术中

心总量分别达14家、32家，

昱升等10家企业成为“南海

制造业全国隐形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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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西樵将以“产业与生态和谐共生、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为工作目标。图为西樵镇山城相依。 通讯员供图

■西樵镇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在樵山文化中心召开。

珠江时报记者/章佳琳 摄

■有为馆、飞鸿馆与樵山文化中心三位一体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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