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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国际会展中心启动建设

大沥现代展贸业迎来发展新契机

8 月 29 日，在佛山下半年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投产活动日举行之际，南海国

际会展中心启动仪式也同步在南海大

沥广佛国际商贸城中心举行。 据悉，南

海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将成为全国安全

产业大会的永久会址及安全产业展贸

中心，建成后将提供约 3 万平方米的展

览场地。

将成全国安全产业大会永久会址

据介绍，南海国际会展中心定位为

珠三角产业和国际商贸的对接站、标志

性的多功能会展中心、区域产业商业服

务核心区，以及国家安全产业的示范会

展区。 项目由南海区、大沥镇政府、保利

发展集团和兴海集团等合力打造，占地

约 4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27 万平方

米，项目总投资接近 27 亿。 项目是涵盖

会展、办公、酒店、餐饮、商业等多元业

态的城市综合体， 并拟建规模为 1.5 万

平方米的品牌酒店，项目建成后将能提

供约 3 万平方米的展览场地。

2018 年，全国安全产业大会在南海

举办， 吸引全国乃至海外知名专家学

者、企业的参与和关注。2018 年，南海安

全产业规模超 240 亿元， 同比增加达

40%，奇虎 360、东华软件等龙头企业纷

纷落户， 南海安全产业发展初见成效。

11 月 20~22 日，2019 年全国安全产业

大会将继续在南海举办，大会永久会址

也将落户南海国际会展中心。

推动大沥安全产业全链条发展

南海国际会展中心位于大沥广佛

商贸城片区，将具备全国安全产业大会

永久会址和安全产业展贸中心的功能，

坐拥安全产业、展览产业双峰口，以主

题会展为主要形式，建成后将充分发挥

会展业在拉动消费、助推产业、增加就

业、扩大开放、提升城市形象等方面的

积极作用，助力大沥、南海乃至佛山的

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

同时，会上透露，大沥将协助南海

区承办 2019 年全国安全产业技术及产

品推介会，力争实现“以会带展，以展促

产”。 大沥将把南海国际会展中心打造

成国际安全高端展示及交易平台，并利

用广东有色金属总部大厦等产业载体，

配合九龙公园改造提升工程，全面创建

智慧安全小镇，着力打造集安全产品研

发设计、展览推广、应急演示演练、检验

检测、安全工程设计和金融服务为一体

的高品质安全服务产业集聚区，推动大

沥安全产业全链条发展。

大沥镇镇长游剑锋表示，南海国际

会展中心的建设将会弥补大沥展贸平

台的缺失， 承接更多行业专业展贸，推

动大沥规模性的展贸业发展， 对接海

外，吸引海外客商，是对大沥城市中轴

线发展的提升。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虞莹莹

通讯员 刘成

狮山镇人代会昨日召开

将建万亩公园 新增1.5万学位

8 月 29 日上午，狮山镇第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在狮山镇行政服

务中心召开。 狮山镇镇长黄伟明在报告

中提到，今年下半年，狮山将继续在产

业发展、城市建设、改善民生等领域加

大力度， 包括将打造万亩森林公园、新

增 1.5 万优质学位等。

上半年成绩：

产业发展占据南海半壁江山

今年上半年，狮山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501.85 亿元，同比增长 7%。 其中，第

一产业 5.16 亿元，同比增长 3%，第二产

业 395.68 亿元，同比增长 7.4%，第三产

业 101.01 亿元，同比增长 5.1%。 作为产

业重镇，狮山上半年实现全社会工业总

产值 1766.87 亿元， 同比增长 5.40%，占

全区 52.82%；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676.72 亿元，同比增长 5.67%，占全区

54.26%。 在引进项目方面，狮山上半年

完成超千万元招商引资项目总数 87

个，同比增长 2.4%，投资总额 161.85 亿

元，同比增长 11.75%。

在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狮山各项

民生建设也稳步推进。 上半年狮山镇财

政投入超过 2500 万元， 建成运营的五

星级社区幸福院有 47 间， 占全区总数

38%， 其中联星等 8 家社区幸福院在

2019 年全区社区幸福院评比中跻身前

十名； 在教育方面， 狮山上半年完成 9

个新、改、扩建学校工程，新增优质公

（民 ）

办学位 9825 个

（其中民办学位

2430

个）

；在水环境整治上，上半年完成

建设污水管网 43.21 公里， 分散式装置

17 座，河涌清淤 19.93 公里，全镇水质

综合污染指数为 0.93，水质改善度排名

全市第十，全区第二；在乡村振兴方面，

今年启动乡村振兴项目 223 个，计划总

投入约 4.5 亿元，已完工 56 个。

下半年重点：

投入4.4亿新增1.5万学位

对于下半年工作重点，在产业发展

方面，狮山将继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 发挥 12 个科技孵化器、5 个国家级

众创空间，以及广工大研究院等一批创

新平台的发展张力，培育产业动力。

为加强对创新和产业要素的承载

力，狮山将加快产业载体建设，重点培

育智能装备、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半导

体和新材料产业，目前狮山镇公资系统

已梳理出 1800 多亩产业用地， 计划投

建近 6 万平方米的产业载体和产业配

套。

在城市建设上，狮山正计划利用马

头岗天子帽独特的地貌以及林地、水

塘，打造一个万亩级森林公园，计划建

设 35 个绿化项目， 力争年底前完成新

增绿化面积 2555 亩； 同时加快建设以

博爱新城、西站枢纽新城、南海大学城

为支撑点的城市核心区，并加快推进小

塘滨江新城以及南国桃园周边的规划

提升。

为适应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需求，

狮山计划推进汇江餐具厂等 800 多亩

“三旧”改造项目，并推动“黄牛牯”、“风

梅岭” 等 950 亩的村级工业园连片改

造。 此外狮山还将启动博爱湖西、狮山

北站等片区的征地工作，为城市和产业

发展开辟新空间。

会上还提到狮山下半年将开展多

项民生工程，包括计划投入 4.4 亿元，推

进狮山英才学校等 11 个新建扩建公办

学校工程项目， 新增小塘第一幼儿园、

第二幼儿园和罗村第一幼儿园 3 所公

办幼儿园， 利用社会资金 3 亿多元，新

建实验类民办狮山实验学校，预计新增

公

（民）

办中小学学位和公办幼儿园学

位 1.5 万多个。明后两年，还将在桃园小

学等 9 所公办学校新建综合楼，新建实

验类民办梅沙双语学校，预计可新增公

（民）

办优质学位 9715 个。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南海国际会展中心效果图。

下半 年 狮

山将加快推进

核心城区建设

提升 。 图为南

海大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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