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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访广州乡村振兴示范区，从化首批10个特色小镇建设成效明显

这些网红小镇，有美景也有乡愁

走

访

南平静修小镇

影视中心建设全线动工

从大鹏展翅牌坊进入南平静修

小镇，沿着柏油马路驱车前进，一路

美景让人目不暇接；跟着村道再往前

走，可以看见被当地村民称之为“龙

眼王”、 拥有 350 多年历史的古龙眼

树。 最惬意的当属到凤溪戏水，贯穿

整个南平村的凤溪，因在凤凰山下而

得名。 为方便游客戏水，村里修建了

一条长 2.8 公里的栈道。漫步栈道，一

步一景： 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处用青

砖、鹅卵石、麻石、木头和绿色植物建

成的小景，每一处都不同。

吸引游客的还有源远流长的文

脉。 静修小镇有 5 个亭子，分别是竹

韵亭、韶峒亭、凤溪亭、荔香亭、进士

亭。 这些亭子，有的是纪念从化文化

史上的重要名人， 有的带着传说故

事，凸显当地特色。 在南平村，游客们

可以抛却一切的纷扰， 然后静修：修

身，修心，修意……

据悉， 根据广州市关于推进特

色小镇发展的战略部署， 位于从化区

温泉镇东南部的南平村， 打造为以

“静修” 为主题的休闲观光特色小镇，

并以打造惠民工程、 创新工程、 廉洁

工程为目标， 积极探索村企共赢合作

新模式。

据介绍， 南平特色小镇项目 15

个， 包括 8 个基础配套设施项目和 7

个环境整治项目， 总投资 4500 万元。

天河区手拉手帮扶项目投入 2500 万

元用于石坑村、新南村、南平村的村道

升级改造， 目前共完成工程总量的

90%。 2017 年和 2018 年，珠江实业集

团共捐助 1000 万元用于南平村建筑

立面整饰及酒店项目污水治理， 目前

已完成工程总量的 90%， 完成建筑外

立面整治共 113 户。 珠江集团投资建

设的静修博物馆、 新水方阁、 影视中

心、南平客栈建设已全线动工，总投资

约 3000 万元。 南平客栈 8 月初已完

成，其它项目加紧施工中。

米埗小镇

民宿有山有水还有乡愁

前面是一片金黄稻田，旁边是流

溪河的碧绿河面，小院处处流露出乡

愁……米

埗

小镇的“米社”小院以独

有的风光和“心得”赢得了五湖四海

的游客。“米社”负责人闫彦磊介绍，

民宿改造靠的是“绣花针” 的功夫，

“有山有水有稻田，这就是乡愁，我们

要因地制宜，结合当地整个生态环境

进行打造，而不是大拆大建。 ”

地处流溪河畔的米

埗

村自然环

境优美， 周边有从都国际会议中心、

威格诗、赛马场等高端商旅项目。 据

了解， 广州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确定 60 个旅游文化特色村创建单

位，在全省率先成立首个“粤菜师傅

工作室”，涌现出米社、菁舍等一批深

受青睐的民宿，建成农村型创业

（孵

化）

基地 31 家。

以民宿为例， 从化在全省率先制

定促进民宿业发展实施意见和民宿开

办指引， 在全域范围内分类谋划特色

民宿产业布局，首期推出 16.8 万平方

米优质民宿资源，引入 14 家民宿投资

团队，成功打造了一批业内知名的“网

红民宿”。

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环

境整治示范村”“全国美丽宜居村庄示

范”等多项荣誉称号的莲麻小镇，被誉

为“岭南第一泉”“南国冬都”的温泉财

富小镇， 广东旅游名村西和万花风情

小镇，《摇钱树》 栏目拍摄基地西塘童

话小镇……据了解，2016 年 12 月，从

化启动了第一批 10 个市级特色小镇

的建设。除了上述小镇外，还有古田小

镇、联溪

（阿婆六）

小镇和份田璞归小

镇等。

加快建设第二批特色小镇

生态设计小镇是从化区第二批

建设的特色小镇， 位于良口镇塘尾

村、 良明村区域。 小镇预计总投资

约 30 亿元， 是以生态设计为核心，

集政、 产、 学、 研、 金、 介、 用、

合于一体的综合性创新创业平台。

目标是建设中国生态设计第一小镇，

打造中国生态设计之都、 生态设计

产业策源中心、 中瑞低碳城市项目

典范和乡村振兴战略示范点。

据悉， 2018 年， 在巩固提升首

批特色小镇管理运营品质的基础上，

从化区继续谋划并启动第二批 9 个特

色小镇： 艾米稻香小镇、 赛莱拉干细

胞科技小镇、 鲁班小镇、 古驿道小

镇、 画田小镇、 梅树小镇、 生态设计

小镇、 溪头徒步小镇、 香蜜山小镇，

实现了特色小镇 8 个镇 （街） 全覆

盖。

接下来，从化将加快推进第二批

特色小镇建设，形成多点辐射、全面

带动的良好格局。

广州超额完成2018年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目标任务

记者昨日从广州市农业局获

悉，广州超额完成 2018 年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目标任务。

据了解，广州市 2018 年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目标任务为： 全市所有

村基本完成以“三清理、三拆除、三

整治”为重点的环境整治工作，各区

60%以上村达到省定干净整洁村标

准，30%以上村达到省定美丽宜居村

标准。 经过一年的努力，全市 100%

的村基本完成“三清理、三拆除、三

整治”，76.66%的村达到省定干净整

洁村标准，40.03%的村达到省定美

丽宜居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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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栈道、禅修小苑、网红民宿、创业（孵化）基地……1月 4 日，广州市委乡村振兴办组织媒体记者到广州乡村振兴示范区———

从化区的南平静修小镇和米

埗

小镇实地采访。记者走访发现，从化首批 10个特色小镇建设成效明显，一批“网红小镇”以及青年领军

人才脱颖而出。 接下来，从化将加快推进第二批 9个特色小镇建设，形成多点辐射、全面带动的良好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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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 埗 小

镇自然环境优

美，有山有水也

有乡愁。

荨

从 化 区

良口镇世界生

态设计大会展

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