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8版 ■电子版：www.nanhaitoday.com ■24小时热线 83000123 13827720000 ■零售每份1元 订报热线：83872000 责编陈为彬 美编刘凯韬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4-0167 第6271期

佛山传媒集团主办 珠江时报社出版星期三 2021年9月

辛丑年八月初九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15日晚在西安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中秋来桂城
赏月观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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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大沥公共自行车停运
市民尽快退卡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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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9月15日

20时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

宣布运动会开幕。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

网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

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

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

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

播。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年智
彭美慈通讯员/李伟婵）昨日，

南海区2021智能制造和节能

环保产业推介会暨中日企业对

接会在南海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本次共有 170家中日企业参

展，还有6个项目现场签约。

连办六年成为招商品牌
自2016年首度举办以来，

经过6年的耕耘，中日企业对接

会逐渐成为南海深化对日经贸

合作的重要品牌活动、南海拓展

对日招商的重要窗口。本次参

展的170家企业中，有130家

是日本企业，其中70%的参展

企业更是这一展会的“常客”，几

乎每年都会参与。

此次活动除了现场推介会

和对接会外，同期还举办“中国

新能源汽车事业发展方向主题

论坛”等。为加深日资企业对南

海制造业发展状况的了解，期间

还会举办工厂参观和交流活动。

与对接会一样火热的，还有

日资企业对南海的投资热情。

昨日推介会上共进行了6个项

目签约，包括友成车灯精密模件

及注塑件项目、日本丸运供应

链、本田电动化CVT新线项目

等。

“今年5月和8月，我们公

司团队先后两次到南海丹灶实

地考察，通过近3个月的考察和

沟通，我们达成了初步合作框

架，南海相关职能部门做事速度

快、效率高，坚定了我们投资南

海的信心。”广州友成机工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刘志锋表示，公司

计划在丹灶投资5亿元，整个项

目正常运作之后，预计年销售额

达到2.5亿元以上，项目迎合南

海发展智能制造的大方向，希望

能为南海智能制造添力。

今年虽然受到新冠疫情影

响，一批日资企业仍然选择在南

海增资扩产，折射出日企对南海

营商环境的认可。

“我们能与政府轻松愉快地

进行商谈，政府也能设身处地为

我们考虑，迅速为我们解决难

题。在南海区政府的支持下，企

业在南海都能安心投资，放心生

产。”爱信精机（佛山）车身零部

件有限公司负责人徳田昭久为

南海的营商环境点赞道。

金杯银杯比不上好口碑，南

海深谙这一道理。在南海的许

多日资项目，都是由已有的日资

企业推荐而来，一些世界 500
强企业，包括本田、爱信精机、神

户制钢、电装、永旺等都在南海

投资了2家以上企业。

拓展合作打造日企集聚区
在中日对接会展览区，参展

企业不仅展出了大量拳头产品，

还在展位的显眼位置摆出企业

的采购需求。

“南海区有许多技术精湛的

表面处理、热处理公司，他们都

是精冲加工行业不可或缺的。

这些公司作为配套企业共同组

成完整的产业链。”濑良（佛山）

精冲有限公司负责人香田哲说。

中日企业的交流合作，还带

动了南海民营企业的提升。一

方面，日资企业进驻后，本地民

营企业采购日企优质零部件的

便利度大大提升，成本下降；另

一方面，日资企业发展本地供应

链，扩大本地采购量，客观带动

了本地企业提升品质。

位于桂城的广东星联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营PET
吹瓶模具研发生产的民营企业，

自 2005年起便与三得利、麒

麟、朝日等日本饮料企业合作。

星联精密负责人透露，日本企业

对产品质量要求非常高，为了打

入日企供应链，星联采用多种手

段提高加工精准度，最终成功获

得了日本客户的认可。凭借对

产品质量精益求精的态度与技

术创新精神，星联打开了更大的

市场，目前，星联在日本高端市

场占有率已经高达70%。

对接会最重要的作用之

一，就是为中日企业牵线搭桥，

推动南海民营企业通过采购优

质零配件，提升产品质量；同

时，助力南海民营企业进入日

资企业供应链，开拓更广阔的

全球市场。南海希望在吸引更

多日资企业进驻的同时，提升

对日招商的合作层次，包括服

务业、商贸、科技服务业的引

入，推动日资创新能力与南海

制造能力的结合，将南海打造

成全国日资企业最集聚的区域

之一，不仅是数量上最多，也是

合作业态最为丰富、产业生态

最为完整的区域。

（相关报道详见A02版）

南海举行2021智能制造和节能环保产业推介会暨中日企业对接会

一流营商环境引得日企青睐

■中日企业代表在对接会现场逛展，寻求合作商机。 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 摄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加强网络文明建设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

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

《意见》包括总体要求、加强网

络空间思想引领、加强网络空间文

化培育、加强网络空间道德建设、加

强网络空间行为规范、加强网络空

间生态治理、加强网络空间文明创

建、组织实施八个部分。

《意见》明确，加强网络文明建

设的工作目标是：理论武装占领新

阵地，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

领域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全党

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进一步巩固；文化培育取得新成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人

民群众网上精神文化生活日益健康

丰富；道德建设迈出新步伐，网民思

想道德素质明显提高，向上向善、诚

信互助的网络风尚更加浓厚；文明

素养得到新提高，青少年网民网络

素养不断提升，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和行业自律有效落实；治理效能实

现新提升，网络生态日益向好，网络

空间法治化深入推进，网络违法犯

罪打击防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创

建活动开创新局面，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向网上有效延伸，网络

文明品牌活动巩固提升，网络空间

更加清朗。

第130届广交会将
首次线上线下举办

据新华社电 商务部副部长任

鸿斌1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第130届广交会将于

下月首次在线上线下融合举办，展

期时间为5天，按16大类商品设置

51个展区。

广交会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促进

平台，被誉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

和“风向标”。任鸿斌说，本届广交

会线下展展览面积约40万平方米，

以品牌企业为参展主体，着力打造

品牌精品展，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线上展保持原有约6万个展位，继

续为2.6万家企业和全球采购商提

供线上贸易合作交流平台。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储士家

介绍，本届广交会展期虽然由三期

缩短为一期，但将呈现更加优质的

品牌展、精品展。线下有7500家

企业参展，就规模而言，仍然是疫情

下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线下展会。设

品牌展位11700个，占线下展位总

数的61%，2200多家品牌企业参

展，优质企业占比跟历届广交会相

比显著提升。线上更新上传的展品

总量超过300万件，大量新品上线。

珠江时报讯（记者/周钊泷
通讯员/周炜华 周颖思）为缓

解西樵镇和丹灶镇物流货运压

力，加强两镇与周边地区交通

路网衔接，南海先后启动丹灶

物流中心道路改善一期、二期

工程建设，昨日，一期工程和二

期工程官抱路段正式通车。

丹灶物流中心道路改善一

期工程分为主线、连接线两部

分。主线全长4.803公里，设

计车速为60公里/小时，双向六

车道设计，路线南起于百西村北

侧（与连接线相接），沿西二环东

侧向北延伸穿过大岗互通立交

至上金瓯村，终点交于丹灶镇大

杏大道；连接线设计车速为40
公里/小时，均为单侧单向三车

道，路线起点位于西樵镇樵丹路

跨广明高速桥下两侧掉头车道

位置，往西沿广明高速两侧布

置，终点与主线接顺，分南北连

接线，其中南线长1.6公里，北

线长1.53公里。

丹灶物流中心道路改善二

期工程包括官抱路段和百乐路、

大新路段两部分，昨日通车的是

官抱路段。官抱路段路线呈南

北走向，南起于季华路西延线，

北止于现状工业大道。路线全

长3.476公里，设计车速为60
公里/小时，双向六车道，路口加

宽为40米。

此次项目通车除了给丹

灶物流中心及周边区域提供

便利外，还有利于主动承接广

州辐射，起到沟通广佛、承东

启西的作用，加快广佛一体化

进程，促进南海成为服务广佛

经济圈、泛珠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辐射大西南的区域性物

流中心，对推动南海区乃至高

明区、三水区等经济发展有重

要作用。

按照计划，丹灶物流中心

道路改善二期工程百乐路、大

新路段将于年内通车，道路连

通樵金路和樵丹路，进一步完

善西部片区交通路网。值得一

提的是，道路改善工程还将连

通正在建设的季华路西延线。

借此，丹灶物流中心将实现与

佛山中心城区和西部片区的高

效通达。

丹灶物流中心道路改善一

期工程、二期工程官抱路段的通

车，有力助推南海“交通大会战”

的进程。今年以来，南海不断加

速推进“交通大会战”重点项目

建设，截至目前，包括文华北路

北延线、东海路、华成路等多条

道路建成通车，南海有轨电车一

号线首通段初期运营。接下来，

将全力推进金峰大道、建设大

道、五斗桥重建、佛平路快速化

项目建设。

丹灶物流中心道路改善一期工程、二期工程官抱路段通车

完善西部片区路网区域性物流中心提速

珠江时报讯（记者/曾蓉通
讯员/李芳毅张兵）记者从桂城

街道获悉，今日，金赋、瑞洲、青

松、天波4个总部项目将联合动

工。这是继8月联东U谷·桂城

总部经济港项目、星中创·夏南

二产业中心项目动工后，桂城城

市更新、经济提速的又一重要进

展。

此次动工的4个总部项目

地块位于桂平路以南、聚元南路

东 西 两 侧 ，总 用 地 面 积 约

36000平方米。4家企业总部

投用后，未来5年的纳税总额将

超过3.8亿元，平均每年亩产税

收超140万元，对区域经济的

拉动作用明显。

广东金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基于智能终端和数据

应用的创新政务服务提供商，

企业为城市管理治理工作构建

庞大的感知系统，提高城市管

理的智能化程度，推动城市数

字化管理。广东瑞洲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计算机辅

助设计 CAD系统、辅助制造

CAM、智能加工CNC设备的

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的

高新技术企业。佛山市青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

LED智能交通、智能显示及智

能照明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之

一。广东天波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通信及互

联网相关领域的企业，为多个

行业提供物联网产品及其解决

方案。

4个总部项目的动工，预示

着桂城总部经济版图不断扩

大。目前，桂城总部经济已呈现

四大湖片区集聚发展态势：千灯

湖片区已集聚广东景兴、瀚蓝环

境、东华软件华南区（湾区）总

部、顺丰云佛肇区域总部、泰盈

科技、海逸集团、海天集团大厦、

维尚新零售综合体等企业总部；

文翰湖片区则有广东星联、宝索

机械、北京交控、泓胜科技、粤金

曼集团、利泰集团、虎牙直播、欢

聚集团等企业总部落户；而映月

湖、怡海湖两大片区则吸引了联

东U谷·桂城总部经济港项目、

星中创·夏南二产业中心和金

赋、瑞洲、天波、青松、乐居等率

先进驻布局总部。

桂城四大总部项目今日联合动工
投用后未来5年纳税总额将超3.8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