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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村级工业园发起总攻

顺德将建设新发展理念实验区

□

信息时报记者 林丹 通讯员 顺宣

6月29日上午， 顺德区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 顺

德区区长彭聪恩代表区政府向大会

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对2019年以来

的工作作了回顾，并对2020年工作进

行了部署。 彭聪恩表示，顺德将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全力向村级工业园发起总攻，持续提

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水平，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六保”任务，奋力建设新时代广东

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验区。

报告首先回顾了2019年以来的

工作。 去年一年，顺德区以村级工业

园改造为突破口，全力建设广东省高

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验区，

较好完成了全年主要目标任务，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3523.2亿元， 增长

7.1%。连续八年位居全国综合实力百

强区榜首，获评中国营商环境百佳示

范县市第三名，第十一次入围“中国

全面小康十大示范县市”， 获省委省

政府支持建设新时代广东省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实验区。

报告指出，综合研判形势，顺德

对今年预期目标作了适当调整。 今

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努力实现高水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3%以内；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

在3.5%左右；进出口促稳提质；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

本同步。 当前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

定性依然很大，对顺德发展的影响难

以预料，因此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

增速具体目标。“主要目的就是集中

精力抓好‘六稳’‘六保’工作，努力实

现新时代广东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实验区建设开好头、起好步。”彭聪

恩说道。

今年已经过半，下一阶段，顺德

将全力克服疫情影响，坚定不移向村

级工业园发起总攻，拆建并举重塑发

展新格局。 其中，着力解决“村改”制

度性难题， 探索跨不同用途地块、跨

村居、跨镇街连片改造，有效平衡

不同改造方向收益， 降低“工改

工”成本。 推广政府挂账收储、连

改带征等改造模式， 支持企业在

政府统筹下自主改造， 确保完成3

万亩年度目标。

此外，顺德还将高标准规划建设

一批连片现代产业集聚区和主题产

业园区， 谋划建设顺德红岗科技城，

打造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科技创新

高端产业集聚区。启动建设龙江超10

平方公里现代产业集聚区，加快打造

大湾区超级产业基地，探索现代城镇

发展新路径。 坚持"四定"原则，瞄准

机器人、芯片、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

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标准规划建

设10个超千亩现代化主题产业园。通

过“村改”助力乡村振兴，重塑产业格

局、城乡形态。

大沥消防大比武 两百健儿同场竞技

为进一步提升多种形式消防队

伍参与初起火灾的灭火救援能力，

巩固提高大沥镇社会建设的消防安

全保障能力，昨日上午，大沥镇举行

第 11 届社区消防站业务技能比武

（夏季赛），两百多名健儿同场竞技，

展现消防健儿风采。

据了解， 本届比武面向大沥镇

42 个社区、222 名消防队员开展，设

物资运输、两人五盘水带、皮卡微型

消防车机动泵注水操三个项目。 记

者看到，“开始”口令响起，消防队员

们迅速提起两盘水带跑至终点处，

放下水带又立即转身扛起沙包返回

起点处，整个过程不到 45 秒。“这是

一场全镇消防技能比武的盛事，更

是对全镇 42 个社区消防站业务技能

水平、 身体素质和精神风貌的一次

全面检阅。 ”大沥镇党委书记刘浩文

点赞道。

据悉，第 11 届社区消防大比武

将分夏季赛和秋季赛。 与以往相

比， 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大练兵

的频次， 旨在将练兵常态化。 此

外，今年 8 月，大沥还将面向全镇

核心企业开展企业微型消防站比

武。 目前大沥三支专职消防队已

对全镇 300 多家企业微型消防站

队员进行轮训， 助力企业消防站

队员更好地备战比武和应对消防实

战。

信息时报记者 林丹

通讯员 关艳娟 范振华 翁旭雯

县长带货

禅城扶贫助农公益直播吸引7万+围观

“每购买一份凉山特产， 都是对

凉山的支持。” 6 月 28 日上午， 禅

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禅城区扶贫

助农线上公益直播活动凉山昭觉专

场。 禅城区委常委、 四川省凉山州

昭觉县委常委、 副县长徐航化身带

货达人， 携手凉山当地村民， 从大

凉山金银花示范基地到环太苦荞产

品生产车间， 通过实地走访， 现场

讲解、 试吃等方式， 助力凉山农产

品“走出去”。 据统计， 本次爱心公

益直播共吸引累计 7.13 万人次观

看， 直播销售额逼近 4 万元。

据了解， 本次直播重点推介的

金银花， 产自海拔 1800 米以上的

凉山州昭觉县庆恒乡金银花示范

基地， 这个基地是佛山对口凉山

东西扶贫协作项目。 自禅城区对

口帮扶四川省凉山州昭觉、 布拖、

普格三县以来， 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佛山、 凉山两地亦因此结下深厚的

情谊。

本次扶贫助农公益直播是禅城

区党媒新媒体与新兴商业媒体业

态“相融与借鉴” 一次创新的尝

试， 紧抓直播带货风口， 利用新

媒体平台通过公益直播打响凉山

农产品的知名度 ， 拓宽销售渠

道， 助力凉山农产品销售。 今后

， 禅城区将进一步以引领新媒体传

播正能量为宗旨， 推动媒体融合的

纵深发展。

信息时报记者 林丹 通讯员 禅宣

端午假期

佛山共接待国内游客

86.75万人次

记者从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获

悉， 端午假期间， 佛山全市接待国内游客

86.75万人次， 实现国内旅游总收入2.49亿

元，12301平台接到旅游投诉0起。

据了解，假日期间，佛山各大景区策划

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假日文旅活动。 如岭南

天地和观心小镇分别推出共跨时间壁垒，

走进古代的端午佳节活动； 美的鹭湖森林

渡假区推出端午星空篝火音乐会； 三水荷

花世界推出“荷花节”品牌系列活动；侨鑫

生态园推出端午主题特色活动； 欢乐海岸

推出PLUS“乘风破浪”等网红打卡项目；南

海汽车美食嘉年华活动等。 丰富多彩的活

动点燃了佛山端午节假日旅游消费。

据佛山市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端午节假日期间，全市各旅游企业强化

安全管控，认真落实落细防控措施。 28个A

级景区有27个开放， 严格落实游客承载量

不超过30%的制度。 期间，佛山全市总共出

动文化旅游市场秩序暨安全检查65次，出

动检查人员612人次， 检查文体旅企业251

家；12301平台接到旅游投诉0起；全市文化

旅游市场秩序良好， 没有发生旅游安全事

故或文广旅体突发应急事件。

信息时报记者 林丹 通讯员 邹红

禅城城管开展

东平河沿岸整体提升行动

记者从禅城城管部门获悉， 端午假期

期间，该部门日均出动 2300 余人次，做好

市容秩序管控、环境卫生保洁、园林绿化及

市政设施养护等保障工作， 营造干净、整

洁、平安、有序的城市环境。 其中，针对市民

近期投诉较多的东平河沿岸乱摆卖、 夜间

噪音扰民等乱象， 城管部门在端午前夕迅

速出台方案， 联合公安干警， 每天出动 30

多人， 对东平河沿岸的市容乱象进行重点

整治。

“很多人晚上在这里摆摊， 人多了，车

多了， 垃圾更多……最近都不太想出来散

步了。 ”住在滨海御庭的谭先生现场向记者

反映。 执法人员到场后发现，河堤边原本两

车道的道路几乎被占领了一半； 本来提供

给市民休息的长椅摆放着商家的音响设

备，液晶电视屏再往遮阳棚上一挂，一个小

型的“音乐场”就搭起来了；湿地公园内，商

家运来了几架儿童电动车， 俨然把公园的

一个角落布置成“儿童乐园”。6 月 24 日晚，

禅城城管部门开展联合执法， 对东平河沿

岸开展整体提升行动， 查处乱摆卖、 乱拉

挂、夜间噪音扰民等市容乱象 34 宗。

据悉， 禅城城管将从 6 月 24 日起至 7

月 23 日，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东平河沿岸整

体提升行动。 提升范围包括东平河堤沿岸

公园及公园旁主干道附近区域

（主要集中

在东平桥底至半月岛公园段）

。 行动采取日

常巡查劝导、 节假日巡查+值守的方式，着

力解决东平河堤沿线车辆乱停放、 渣土车

撒漏及乱摆卖、 乱堆放、 乱拉挂等市容乱

象， 彻底改善人居环境， 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逐步提升城市品质，确保我区市容环境

状况持续提升。

信息时报记者 林丹 通讯员 梁冬 吴东强

图为消防大比武现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