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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里的奇事怪事开心事， 街坊中

的名人达人好心人，请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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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

晓曼 通讯员 周邦坤 何少

峰）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

石溪村逐渐成为华南地区

极具规模的包装印刷行业

集聚区，然而随着广州都市

核心区产业的转型升级，以

及海珠创新湾规划建设和

石溪整村改造的启动，石溪

包装印刷产业也面临着整

体的转移搬迁。为推动石溪

包装印刷产业的有序转移，

近日，瑞宝街道与佛山市南

海区桂城街道相互进行了

实地的考察参观，并就石溪

包装印刷行业产业升级转

移项目进行了座谈交流，为

石溪包装印刷产业落实产

业的迁出地，从而迎来新的

机遇。

力促包装印刷产业有序转移

海珠创新湾石溪片区蓄势待发

记者了解到，广州市中心

城区“退二进三”政策实施多

年，石溪村所在的工业大道沿

线工业大部分已经外迁。 当

前，海珠区正在着力重点打造

“一区一谷一湾”创新岛格局。

其中“一湾”是指海珠创新湾，

从西往东主要包括太古仓、广

纸新城、石溪（

大干围

）片区、

沥

滘

片区、琶洲地区东部等重

要节点， 滨水岸线长达 20 公

里。 石溪片区正处于广纸新城

和沥

滘

片区两大板块中间。

2018 年 8 月 14 日， 广州市国

规委官网发布海珠湾（

沥滘片

区

）城市设计及控制性详细规

划公告，公开征求意见。 规划

显示，沥

滘

片区未来将建设成

为：集科技创新、高端商务、文

化展示、观光旅游、优质生活

的粤港澳湾区滨水新地标。 石

溪大干围部分区域也纳入了

该规划。 此外，经过多次修改、

侧重产业布局的石溪村整村

改造方案已经呈报市政府。 未

来，石溪村这块位于海珠区正

南位置的“宝地”，美好前景值

得期待。

据瑞宝街道相关负责人

介绍，石溪村自 20 世纪 90 年

代起逐渐成为华南地区极具

规模的包装印刷行业集聚区。

为适应广州都市核心区产业

转型升级的大趋势，海珠创新

湾规划建设和石溪整村改造

的启动，将加快推动石溪包装

印刷产业工业生产链的外迁。

该负责人表示：“包装印刷行

业在石溪地区发展了 20 多

年，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为本

地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现在，这个产业因为

地区发展规划问题要外迁，街

道十分不舍，村社和企业给予

了理解，也作出巨大牺牲。 我

们将全力牵好线搭好桥，帮助

企业尽快找到‘新起点’，把握

重大产业提升发展新机遇，平

稳有序转移， 继续集聚发展，

再创发展辉煌。 相信石溪能够

抢抓海珠创新湾发展大势，攻

坚克难，蓄积新能量再启新征

程。 相信承接印刷产业转移的

地方也能分享到产业转型升

级的红利， 实现产业迁出地、

承接地和企业的三方共赢。 ”

1 月 10 日下午， 海珠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陈伟良、副区长江帆、区政府督办

专员林洁玲、瑞宝街道党工委书记余强、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罗源， 以及生态环境

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技术人员、 企业

代表等到佛山市南海区大湾区包装印刷

智能科技产业中心考察调研。 佛山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叶良、 南海区桂城街道

办事处主任岑灼雄、 办事处副主任谭日

泉以及桂城街道相关领导陪同。

当天，考察组一行先后到南海区粤港

澳大湾区包装印刷智能科技产业中心项

目一、二、三期现场实地考察，随后又到

三山新城第一时区22楼观景平台参观三

山新城全貌及了解规划蓝图。 记者了解

到， 三龙湾三山新城高端创新集聚区是

佛山“一环创新圈”的创新极核，承担着

引领佛山未来发展、 深化改革开放实验

田和示范区的历史重任， 其引进的项目

产业类型涵盖包装印刷、 新材料、3D打

印、生物科技等产业类型，充分发挥三龙

湾三山片区高端创新集聚区“龙头”作用。

为了进一步推动石溪包装印刷产业

顺利转移落地南海， 高标准定制包装印

刷智能科技产业园区的环境保护治理系

统， 此次考察调研行动还邀请了生态环

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毅

强博士做了“粤港澳大湾区包装印刷智

能科技产业中心绿色发展建议可行性研

究”的宣讲。

张博士指出， 包装印刷智能科技产

业创建是粤港澳大湾区、 南海区高质量

发展、 包装印刷行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需

要， 能促进包装印刷行业企业绿色转型

升级和可持续性发展， 为现代产业园区

绿色发展提供先行先试经验。

随后， 考察组与桂城街道及企业开

展座谈交流， 三方对石溪包装印刷行业

搬迁转移落地发展的问题深入进行了探

讨，达成重要共识，由瑞宝街道党工委、

桂城街道党工委分别派出一位党工委委

员牵头联合成立工作组，畅通两地沟通，

坚定信心、凝聚共识，希望紧抓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发展的机遇， 实现包装印刷行

业转移外迁以及产业升级发展！

1 月 2 日下午，在瑞宝街道和海珠区

印刷行业协会的促成下， 佛山市南海区

桂城街道考察团来到广州市海珠区瑞宝

街道， 就石溪包装印刷产业升级转移工

作进行了考察交流。 佛山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叶良， 南海区桂城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办事处主任岑灼雄，南海区桂城街

道党工委委员、 副主任谭日泉以及桂城

街道相关领导参加活动。 广州市海珠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伟良、 海珠区政府

副区长江帆、 瑞宝街道党工委书记余强

以及石溪村、 海珠区印刷行业协会和佛

山企业的代表陪同考察调研。

据介绍，由于广州市中心城区“退二

进三”、海珠创新湾规划发展、石溪村整

村改造、 村级工业区建设配套不能满足

智能科技包装印刷行业升级发展等多重

因素叠加， 海珠区石溪片区的包装印刷

产业整体外迁升级转移势在必行。 为了

实现包装印刷产业的平稳升级转移，海

珠区瑞宝街一方面引导行业协会发挥自

身集思广益、全产业链集聚的优势，积极

寻找产业升级转移机会； 另一方面积极

牵线搭桥， 作为曾经的海珠区六大产业

之一，受各地政府邀请，多次由主要领导

带队到清远、四会、南海等地进行实地考

察。 经充分考虑包装印刷智能科技行业

的都市型服务制造业产业属性， 多方考

察，紧邻广州的南海区三山新城，作为粤

港澳合作高端服务示范区， 地理位置优

越，能够有效促进广佛两地的优势互补，

协同发展， 将为新业态的智能科技包装

印刷行业的升级发展带来更大机遇。 此

次南海区桂城街道的考察正是对瑞宝街

主要领导前段时间拜访的回访。

当天， 南海区桂城街道考察团先后

来到广州智能科技包装印刷的龙头企业

和海珠区印刷行业协会参观， 一方面了

解到智能科技包装印刷行业的创新发展

需求和行业全生态链升级发展的强烈意

愿， 另外了解到石溪片区印刷产业集聚

发展现状， 以及绿色包装印刷环保治理

设施、在线监控平台等相关情况。 随后，

双方就石溪包装印刷行业产业升级转移

项目开展座谈交流。 交流过程中，大家肯

定了包装印刷行业在国民经济社会中的

作用， 认为行业转型升级是一次重大发

展机遇， 智能科技包装印刷行业未来将

打造成环保标准化、智能智造高端化、安

全生产规范化、 员工管理统一化的都市

型服务制造业产业集群， 有利于拉动地

区产业全面提升。 双方决定下一步将成

立对接工作小组， 进一步研究推进相关

事项。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应邀考察石溪包装印刷产业片区

到佛山南海包装印刷智能科技产业中心考察调研

未来石溪片区

将迎来新的机遇

荩

南海区桂城

街道考察团来到海

珠区印刷行业协会

参观。 通讯员供图

茛

海珠 区考察

组到南海区粤港澳

大湾区包装印刷智

能科技产业中心项

目实地考察。

通讯员供图

▲

与会人士就石溪包装印刷行业产业升级

转移项目开展座谈交流。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