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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11项重点任务
按时完成治水目标
10 月 20 日，南海召开水环境治理指挥部第三季10 月 20 日，南海召开水环境治理指挥部第三季

度工作会议暨“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议。将积极开展度工作会议暨“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议。将积极开展

11 项重点攻坚任务，确保按时按质完成全年水环境治理11 项重点攻坚任务，确保按时按质完成全年水环境治理

目标。南海拟构建全域水上交通体系。目标。南海拟构建全域水上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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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重点任务

要求

分设三阶段

01 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攻坚

02 工业废水减排攻坚

03 农业污染源头防治攻坚

04 黑臭水体全面消除攻坚

05 入河排污口清理整治攻坚

06 饮用水源水质保障攻坚

07 一体化设施停用撤销攻坚

08 高质量推进碧道建设攻坚

09 暗涵摸查整治攻坚

10 江河两岸环境整治提升攻坚

11 重点断面达标攻坚

区水治办要发挥好牵头抓总作用，推动水

质改善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

各镇街各部门要把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到人

要积极动员企业家、乡贤等群体支持治

水，形成全面治水护水的强大合力

南海湾全速启航 振兴活力新西岸南海湾全速启航 振兴活力新西岸
10 月 12 日，南海区西樵镇举办“南海湾·新活力”南海湾战略规划发布暨“活力新西岸”建设启动大会，重磅发布《南

海湾发展战略规划》，区镇帮扶振兴、治理机制创新、文旅消费惠民、文旅项目开发四大行动也同步启动。

南海湾建设发展 汇聚天时地利人和

聚焦四大战略定位 打造十字形发展轴

大湾区西岸休闲高地

西江经济带合作试验区

泛机场经济区文旅小镇

西樵镇共同富裕示范区

《南海湾发展战略规划》提出构建“一带一心，十字

铆合”的空间发展框架，打造环茶山郊野休闲带、西江畔

生态绿心、庆云大道发展轴和高明河滨河带十字形发展轴，

加大对文旅资源的整合提升，实现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规划三大路径  推动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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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区域一体化

价值最大化

空间可持续

要整合区域文旅资源，利用连接西樵、高明、

鹤山的城市游径，整合西江西岸生态文旅资源，

构建环茶山生态休闲带，协同大西樵文旅片区，

共同形成南海西部两大生态文旅群落。

要坚持生态驱动，提升南海湾的茶山 + 银

湖水廊、高明河 + 河岸湿地、西江 + 基塘浅

丘的生态资源价值，创造引流产品。

要激活茶山文旅与古村资产、注入三旧改

造与城市资产、打造区域级品牌旗舰型资产，促

进西岸可持续发展，实现自我造血与健康运营。

/ 三大文旅项目 /

/ 五大民生设施建设 /

停车场 社区公园

社区农贸市场 加油站社区卫生服务站

逍遥谷 露营基地 + 银湖四季文旅农业生态园

两大类项目启动建设两大类项目启动建设

“活力新西岸”建设四大行动“活力新西岸”建设四大行动

01 区镇帮扶振兴行动

将推动南海有经济实力、有爱心的 26 家企业结对西岸

26 个经济社，助推西岸片区各经济社开展民生建设和环境

提升项目。

02 治理机制创新行动

坚持党建引领，建强村社两级干部队伍，强化“头雁”带“群

雁”。发挥乡贤正能量，弘扬新时代乡贤文化精神，支持乡

贤带头参与公益慈善，促进不同类型的乡贤各展所长。

03 文旅消费惠民行动

西樵将推出文旅消费“三券”。一是景区接待券。南海

湾森林生态园将向西岸居民送出 500 张南海湾森林生态园大

门票 ( 不包含景区里溯溪和逐野营地等游玩项目的门票 )。同

时，南海大地艺术节展览期间，西岸居民持身份证可到西岸

凰岗村点位免费参观。二是农家乐消费券，由一品烧农庄送

出。三是民宿体验券，由坐落在银坑村的银溪上筑民宿送出。

详情可关注“南海西樵”微信公众号。

04 文旅项目开发行动

将引入漾·南海湾营地项目、水休闲公园项目、四季文

旅项目、山地自行车比赛、西岸西缇丝绸庄 ( 晒莨场 ) 等多个

具有特色的文旅项目，启动南海湾停车场项目建设，盘活西

岸迎宾馆、西岸旧医院等物业载体，进一步完善西岸片区配

套设施。

自查阶段（10 月）

全面攻坚和督导、整改阶段（10 月至 12 月 )

攻坚总结阶段（12 月）

表彰行业“品质标杆” 加快建设质量强区表彰行业“品质标杆” 加快建设质量强区
11 月 1 日，南海区举办 2022 年质量强区表彰大会暨经验分享会，重点表彰南海区 2022 年在质量品牌、标准

化和知识产权领域取得优异成绩的 68 个单位及个人，质量标杆代表受邀分享质量管理经验。

数说南海区质量品牌、标准化和知识产权成绩单

把握擘画现代化的“当口”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把

质量、标准工作当成是头等大事，

各行各业都要重视质量、标准、

品质，保护好知识产权，使创新

真正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

真正支持制造业的“当家”
传统制造业依然是有生命力，

但前提是要转型升级，要推动传

统制造业进行数字化、智能化、

网络化转型，真正把质量、标准

放在首位。

始终推崇创新者的“当红”
无论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无

论是生产产品还是提供服务，每个

地方都需要先行者，而所有先行者

必先是创新者，所以要使创新者成

为红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人。

积极鼓励质检员的“当真”
积极支持质检员的工作，要能

够让质检员的橡皮图章变成钢制

的印戳，使质检员的检验把关真正

具有权威性，也让产品首先能过企

业自己的关。

强力保护产权人的“当然”
要严厉打击侵权行为，构建公平、公正、繁荣的

知识产权市场，使知识产权不仅有清晰的产权概念，

还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成为企业家未来可持续发

展的底气和资源，又能在市场能够转化成直接的竞

争力和未来市场地位、占有率。

●截至目前，南海共有各级政府质量奖 69 个，其中中国

质量奖提名奖 2 个

●拥有佛山市细分行业龙头企业 227 家、占佛山市的

32.5%

●截至目前，南海累计发布各级标准 1512 项、其中国际

标准 14 项，数量在全国县级区域中名列前茅

●推动 82 家企业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先进标准 108
项，其中星联精密等 5 家企业的核心关键技术与先进标

准之间的转化率达到 95%

●2022年 8月，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确

认为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县

●截至 2022 年 8月，全区累计专利授权 195923 件 (其

中发明专利 10303 件、实用新型 102795 件、外观专

利 82825 件 )，有效发明专利 8703 件，PCT国际申请

728 件，有效注册商标超 21 万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双双取得突破

●累计获得中国专利奖 67 项，广东省

专利奖 30项，广东杰出发明人 2 人

天  “两山”理论深入人心，省实验区、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等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时

人 区、镇、村、社四级紧密联动，企业家、

新乡贤热心支持，干部群众求变图新和

地 西岸生态文旅资源独具禀赋，大地艺术节

即将开幕、引爆流量，特别是最近区委区政府

谋划以水为媒，打造串联全域文旅资源的水上

路线，南海湾是主要节点之一

利

五个方面持续推进质量强区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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