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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派送到户 贴近居民生活

帮您精准锁定岭南消费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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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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外滩 沿江西路变身城市会客厅

将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打造沿珠江黄金岸线的现代服务业“黄金长廊”

扫一扫 关注

微社区

e

家通广州岭南街

了解更多岭南社区资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一冉 ）

日

前，荔湾区召开 2019 年建设大会。 会

议盘点了今年荔湾区 83 个重点建设

项目， 其中包括芳村大道南快捷化改

造工程、白鹅潭中心商务区载体建设、

恩宁路二期等片区更新改造、 沙面-

沿江西路改造等， 总投资逾 1627 亿

元， 其中今年年度计划投资 104.8 亿

元。

荔湾区有关负责人强调， 城市更

新是荔湾实现老城市新活力的着力

点。 记者了解到，此次提出的 83 个重

点建设项目中，荔湾区牵头的项目 70

个，包括基础设施项目 11 个、社会民

生项目 9 个、 更新改造项目 21 个、三

大发展平台项目 18 个、规划编制类项

目 11 个。 更新改造项目占比超过

25%，当中包括对茶

滘

村、东

漖

村、五

眼桥村等 12 条城中村进行改造。

另外， 对于沙面-沿江西路改造

工程， 荔湾区计划对岛上物业进行梳

理和活化利用。 同时对沿江西路进行

改造，并于 9 月底前完成立面整饰、光

亮工程等，实现整体面貌提升。 据悉，

此次改造将对标上海“外滩”标准，通

过精心打造、提升业态，摆脱发展传统

专业市场。 将沙面-沿江西路历史风

貌景观带进行塑造，成为广州“外滩”

和“城市会客厅”。

目前， 沿江西路整体提升计划已

进行规划设计与论证工作。与此同时，

对于此次沿江西路提升改造的主要内

容，岭南街相关负责人则表示， 此次

改造主要包括调整优化沿江西路产业

布局， 打造沿珠江黄金岸线的现代服

务业“黄金长廊”。 同时， 盘活康王

南路闲置地块， 打造康王南路总部集

聚区。 另外， 在综合城市功能方面，

加快实施城市建设和更新改造。 除此

之外， 在现代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

街道已经开始与广百、 邮政等物业单

位沟通对接， 洽谈产业布局事宜， 推

动南方大厦、 邮政大楼等建筑产业升

级。 与此同时， 为了进一步全面完成

冼基、 沙基社区微改造工程， 扬仁

东、 扬仁西、 清平、 和平四个社区微

改造工程也已全面启动。

当然， 不仅仅是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 此次建设大会中， 荔湾区有关负

责人还强调， 荔湾区今年将推出几个

能抢占先机的大项目。 据统计， 今年

荔湾区列入重点建设项目的产业项目

有 14 个。 荔湾区发展改革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 重大产业项目数量增加，

产业项目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上升， 房地产项目下降明显， 说明荔

湾区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数据显示， 与去年相比， 荔湾区入选

市重点项目计划的项目数和投资额都

有明显提升， 今年由广州市牵头的重

点项目 13 个， 2019 年计划投资额共

27.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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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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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湾区领导调研岭南街经济发展情况，对今年工作提出希望和意见

全街拧成一股绳 力争出新出彩

荔湾区委书记到岭南街调研。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一冉 通

讯员 蔡怡然）

2 月 22 日，荔湾区委

书记陈小华一行到岭南街调研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 荔湾区委副书记卞

勇，区委政法委、区公安分局、岭南

街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现场， 陈小华听取了岭南街的

工作情况汇报和 2019 年重点工作

思路， 重点了解沿江西路产业升级

和人民南周边地区整治进展情况，

对岭南街的工作和班子干事创业的

精神面貌表示肯定， 对岭南街今年

工作提出了希望和意见。

陈小华强调， 一是提高政治站

位。 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 把思想统一到区

委抓大发展的格局中来， 一心一意

谋发展， 按照老城市新活力的要

求， 力争在岭南出新出彩。 二是加

强班子团结。 有团结就有战斗力，

有团结就有凝聚力， 就有克服一切

困难的资本， 党工委书记要担负起

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全街上下要围

绕党工委的领导核心拧成一股绳，

迎难而上， 敢啃硬骨头， 集中智

慧、 群策群力推动沿江西路产业优

化提升、 人民南周边地区整治等重

点工作。 三是关注民生事业。 充分

考虑老龄化程度高的特点， 积极保

障和改善民生， 把群众满意作为

“四个出新出彩” 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抓好民生实事、 社区微改造等

工作， 改善人居环境， 擦亮民生事

业品牌。 四是全力以赴促发展。 认

真学习传达全区发展大会、 建设大

会、 区委十二届七次全会等会议精

神， 统一思想， 提振士气、 聚焦发

展， 凝聚起干事创业、 担当作为的

强大正能量， 扎扎实实做好今年的

重点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两会”金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