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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大湾区金融发展论坛佛山举行

□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1 月 7 日，首届粤港澳大湾区金融

发展论坛在位于佛山南海区的广东金

融高新区举行，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 香港国际金融协会和国家及三

地金融监管部门的专家学者共聚一

堂， 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金融发展建

言献策。 佛山市市长朱伟、副市长蔡家

华、 南海区委书记黄志豪等出席了论

坛。

专家建言

把握科技金融发展机遇

在论坛上， 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成

为了不少嘉宾的共识。 广东省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局长何晓军认为， 目前

粤港澳大湾区可谓是中国金融科技最

发达的地区之一， 尤其是随着 5G 技

术的商业应用日益普及， 金融科技领

域充满了想象与发展的空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

鸣表示， 当前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

智能、 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快速发展，

金融科技正在成为决定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效率、 金融业务转型和全球金融

竞争格局的基础性因素。

对于这一趋势， 中国人民银行金

融稳定局局长、 广东金融学会会长王

景武认为， 粤港澳大湾区应抓住新一

轮金融开放时机， 推进内地与港澳地

区金融业双向开放， 在金融业对外开

放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支持港澳金

融机构先行一步进入内地金融服务市

场， 融入国家新金融改革开放的格

局。

精准发力

引导金融活水浇灌实体

除了雄厚的制造业基础， 佛山

也具备探索金融改革创新的优势。

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 佛山市金融机

构本外币贷款余额达 1.04 万亿元，

成为广东省首个贷款超万亿元的地

级市。

朱伟在致辞中表示， 近年来佛

山从“贷” “债” “股” 三方面精

准发力， 引导金融活水更好地浇灌

实体经济； 未来将通过加大政策支

持力度、 深化合作交流的方式， 引

导佛山金融产业健康发展， 为地区

发展提供更多支持： “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 是佛山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大机遇。 我们将举全市之力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抢抓创新

要素、 金融资源加速流动配置的机

遇 ， 加强金融创新发展政策支持，

深化与大湾区各城市的金融合作交

流 ， 吸引更多金融机构落户佛山，

支持金融资本投资佛山企业， 引进

培育更多金融领域高端人才。”

1月7日，2019年全国、全省春运电

视电话会议召开；紧接着，佛山市政府

就召开全市2019年春运工作专题会

议，对春运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2019年

春运将于1月21日开始， 到3月1日结

束，共计40天。

今年春运预计全国旅客发送量将

达29.9亿人次， 比上年春运增长0.6%。

佛山2019年春运客流仍将以轨道交通

和公路运输方式为主； 旅客发送量将

继续稳中有升， 初步估计将超过1550

万人次，同比增长10%。 节前学生流、

务工流相互叠加，客流高峰来得早、持

续时间长，节前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1

月31日至2月3日之间； 节后客流相对

平缓。今年春运，随着广佛地铁开通至

沥

滘

段、佛山西站新增46趟列车、沙堤

机场恢复航班， 都将对佛山市春运工

作带来积极影响。

会议指出， 今年佛山春运呈现出

一些新的特点， 春运客运总量增速放

缓但结构变化明显， 私家车出行日趋

增多，公路保畅通压力进一步加大。广

大群众对出行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过

去希望“走得了”，现在更追求“走得

好”。 2019年春运保障工作的重要着力

点， 在于充分发挥佛山西站等综合枢

纽的集疏运功能， 进一步强化佛山市

道路的通行能力， 有效提升客运站场

及交通服务区的服务品质， 利用信息

化技术推进增进多种运输方式间的衔

接互补和春运便民信息共享。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吕官弟

通讯员 罗响

1 月 9 日 17 点 18 分，中交二航局

承建的佛山地铁 2 号线

（绿岛湖

-

湖涌

停车场）

出场线经过建设者 210 个日

日夜夜艰辛奋战， 盾构机刀盘破茧而

出， 标志着佛山地铁 2 号线出场线隧

道顺利贯通。

地铁 2 号线绿岛湖-湖涌停车场

盾构区间线路呈东西走向。 其中，出场

线全长 1309.218 米 ， 入场线全长

1305.546 米，计划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

贯通，目前已掘进至 501 环。

据了解， 该出场线盾构区间全线

为全断面淤泥质土，地质条件差，盾构

姿态控制困难， 同时出入场线两条隧

道先后与湖绿区间左线交叉上穿，沿

线建筑物众多，隧道先后下穿加油站、

佛山一环、110kv 高压铁塔等建筑物，

且覆土较浅，施工难度系数高。

其中佛山一环的两根 φ529mm 高

压燃气管与隧道斜交形成“拦路虎”，

关系到全市 200 多万人的日常生活。

面对难题， 中交二航局佛山轨道交通

2 号线项目部及时向上级通报险情，

佛山市政府高度重视， 要求各级部门

全力支持， 共度难关， 力争拿出最妥

善的方案， 将燃气供应损失降至最

低。 最终通过巧做“心脏搭桥” 改

迁， 为出场线的按期贯通创造了条

件。 同时， 施工中该项目部通过开展

“创建党员安全示范岗”、 “安康杯”

竞赛等多种活动， 克服各种困难， 不

等不靠， 积极与轨道公司、 设计单位

等沟通， 针对下穿加油站、 佛山一

环、 110kv 高压铁塔、 叠线施工等难

题， 科学组织、 超前谋划、 优化方

案， 采取地质加固， 加强参数控制，

形成推进监测联动机制， 助推了盾构

施工稳步生产。

据悉， 该出场线区间隧道的顺利

贯通，为 2 号线顺利通车夯实了基础，

预计到明年年底， 地铁 2 号线一期工

程可达到试运行条件，并力争 2021 年

正式开通运营。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吕官弟

通讯员 王俊琪 熊闯

2019

佛山新年

朗诵会今晚上演

1 月 11 日晚，2019 佛山新年朗诵

会将在琼花大剧院举行，20 余位朗诵

家将为市民带来一场岭南风味的听觉

盛宴。

据介绍，朗诵会嘉宾阵容强大。著

名播音艺术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

音部主任方明，国家一级演员张琳、王

虹， 佛山市语言艺术研究会常务副会

长李建平等 20 余位朗诵家将展示文

艺精品和语言艺术的魅力。

朗诵会演绎的作品既有国内外的

经典名作，又有本土作家的优秀作品，

包括佛山作家何百源的散文《枪林下

的觉醒》、廖雪林的童话《面包仙子》、

盛慧的诗歌《岭南水乡》，还有《汾江竹

枝词》《西樵歌》《顺德竹枝词》《咏皂幕

凌云》《芦江秋词》等佛山风物组诗，呈

现佛山五区的历史风貌。

佛山市艺术创作院院长夏金旺介

绍：“2019 佛山新年朗诵会在表现形式

上有所创新， 更加强调编排的整体性，

更加突出岭南风味。 朗诵会将以‘南国

有佳人’为主线，分为‘水乡春早’‘人面

桃花’‘一树春风’‘春暖花开’ 四个部

分， 营造一种春和景明的艺术氛围，讲

述一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希望用声

音的魅力，让岭南之春的诗意在佛山大

地上回响，为新的一年启幕。 ”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虞莹莹

通讯员 盛惠

1 月 8 日，辰美国际艺术教育校区

奠基仪式暨项目发布会举行， 三山新

城迎来区域内首个国际艺术教育平

台。 目前，校区已正式对外招生，预计

2020 年建成使用。

据悉， 辰美国际艺术教育是基汇

资本斥资 4000 万美元打造的国际艺

术教育平台。 校区座落于佛山市南海

区三山新城， 总建筑面积近 2 万平方

米，另配套有酒店式学生公寓。 校区配

置多个高标准艺术专业课室、 大型多

功能报告厅、艺术展览空间、大型图书

馆、专属健身房、户外运动场地等专业

设施。 在教学资源和课程安排上，将引

进国际认证的英国预科课程， 并陆续

与多个世界顶级艺术院校合作开设荣

誉课程项目。 目前，校区已与帕森斯设

计学院达成合作。

据介绍， 辰美国际艺术教育校区

将于 2020 年初建成，2020 年 9 月正式

投入使用。 在主校区建设期间，主办方

在校区旁的富罗恩斯广场专门开辟了

面积逾 1500 平方米的第一校区，并配

置服装设计室、纯艺室、平面设计室、

手工制作室、摄影室、阅览室、学科课

室、综合室等专业场室。 第一校区已正

式对外招生， 帮助有意向申请海外艺

术名校的高二、 高三学子进行深度作

品集培训、语言培训及升学指导。 2020

年 9 月，主校区投入使用后，将全面开

放一至三年学制的多种全日制国际艺

术高中和国际艺术预科课程供学生挑

选。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虞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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