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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近日，《广东省水利发展“十
四五”规划》（下称《规划》）正式
发布。《规划》提出，到2025年，水
安全保障能力全面提升，建成水
利高质量发展先行省，广东水网
主骨架和大动脉基本成型，并率
先构建智能高效的水利管理体
系。经初步匡算，广东“十四五”
水利建设项目共95项，“十四五”
期间投资规模 4050 亿元（人 民
币，下同），涵盖防洪能力提升、
水资源配置、农村水利保障、河湖
健康保障等主要项目，着力推进
水网建设。

实现新增供水能力
25亿立方米

广东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
生产力布局不协调，部分地区资源
型、工程型、水质型缺水问题并
存。按照《规划》，“十四五”计划实
施水资源配置建设项目33项，投
资额达1283亿元，占“十四五”总
投资规模4050亿元的31.7%。

《规划》共遴选出珠江三角洲
水资源配置工程等 20 宗重点项
目，优先安排投资计划。记者梳理
发现，这其中有12宗为新建项目，
包括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
程、粤东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等。
通过实施这些工程，广东将有效缓
解局部地区工程型缺水、资源型缺
水的紧张局面。可实现新增水利
工程供水能力25亿立方米。

《规划》也提出，广东防洪（潮）
体系建设需迈上新台阶。全省主
要江河堤防达标率达到85％，海堤
达标率达到80％。广州、深圳城
市中心区防洪（潮）能力不低于
200年一遇，其他地级市城市中心
区防洪（潮）能力不低于100年一
遇，县级以上城市中心区防洪（潮）
能力不低于50年一遇。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达99%以上

根据《规划》，“十四五”期
间，广东将加快农村供水改革，
确 保 农 村 自 来 水 普 及 率 达 到
99%以上，并在2021年底前实现
全域自然村集中供水全覆盖，推
进建立农村供水“三同五化”保

障体系，即同标准、同质量、同服
务和规模化发展、标准化建设、
专业化运作、一体化管理、智慧
化服务。

此外，《规划》还提出推进广
东省灌区现代化改造，耕地灌溉
面积增加到2662万亩，农田灌溉
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535。
加快推进韩江粤东灌区、茂名市
高州水库、湛江市雷州青年运河
等大型灌区和一批中型灌区续建
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推动河源灯
塔盆地大型灌区建设。支持将大
中型灌区有效灌溉面积优先建成
高标准农田，努力解决农田灌溉

“最后一公里”问题。
《规划》承诺实现巩固拓展水

利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水利
保障有效衔接，优先安排脱贫摘
帽地区农村饮水、灌区改造、农村
机电排灌以及“五小水利工程”等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夯实农业农
村发展基础。

高质量建成 7800
公里碧道

《规划》提出，“十四五”时
期，广东将按照“重保护、促修
复、保好水、治差水”的思路，加
大饮用水水源保护力度。

省水利厅表示，广东将以碧道
建设为牵引推进流域综合治理，结
合乡村振兴、全域旅游、防洪补短
板、中小河流治理、海绵城市建设、
特色航道及“四好农村路”建设等，
协同推进水资源保障、水安全提
升、水环境改善、水生态保护与修
复、景观与游憩系统构建。

《规划》提出，2022年在广东
建成5200公里碧道，珠三角地区
率先初步建成骨干碧道网络；
2025 年高质量建成 7800 公里碧
道，全省重点河段骨干碧道网络
基本成形。

此外，《规划》要求分期分批
确定河湖生态流量保障目标和管
控措施，改善水工程生态流量泄
放条件。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
达标率提高到 95%，加快推进小
水电绿色转型升级。重点地区水
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水土保持
率达到90.81%，水生态环境面貌
明显改善。

广东发布水利发展“十四五”规划

投资4050亿元推进水网建设
羊城晚报记者 张爱丽 通讯员 粤水轩

我国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2.7%，总体向好，东盟仍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西部地区外贸增速快于整体

《广东省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正式发布

到2025年，广东成为国家重要创新动力源
羊城晚报记者 王楠 柳卓楠

“七个聚焦、七个着力”：
聚焦国家重大需求，着力

增强战略科技力量。进一步建
设“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

聚焦世界科技前沿，着力
强化源头创新供给。围绕量子
科学、中微子、脑科学与类脑
研究等领域加强原创性引领性
科学研究；在人工智能、区块
链、智能传感等领域开展研发
布局。

聚焦经济主战场，着力提
升支撑引领能力。在芯片设计
与制造、工业软件、生物医药、

现代种业等重点领域狠抓“卡
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聚焦人民生命健康，着力
服务美好生活需求。围绕重大
突发传染病和重大疾病防控、
农业农村发展、碳达峰碳中和

“3060”工作部署，常态化开展
新冠疫情科研攻关，布局建设
P3、P4 实验室，开展碳达峰碳
中和关键技术攻关。

聚焦企业创新能力，着力
强化创新主体地位。

聚焦人才队伍建设，着力
打造创新人才高地。

聚焦体制机制改革，着力
推进创新治理现代化。

“科技创新十大重点行动
计划”：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实验室卓越能力建设、粤港澳
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
设、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
究、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研
究、新一轮省重点领域研发计
划、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科技孵
化育成体系高质量发展、科技
型企业高质量发展、科技人才
队伍建设。

教育、卫健、农业、工业如何助力？

羊城晚报讯 驻京记者王莉报
道：海关总署13日发布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28.33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
期增长 22.7%。其中，出口 15.55
万亿元，增长22.7%；进口12.78万
亿元，增长 22.6%。与 2019 年同
期相比，我国外贸进出口、出口、进

口分别增长23.4%、24.5%和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

分析司司长李魁文在国新办发布
会上表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
贸进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韧
性较足、稳中提质。季度进出口
规模逐季抬升，增速逐步有所回
落。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

增长，其中东盟继续保持我国第
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占我国外贸
总值的14.4%。一般贸易进出口
占比提升，外贸经营主体活力增
强，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出口均有所增长，部分大宗商品
进口量减价扬。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

我国中西部地区外贸增速快于
整体。前三季度中西部地区进
出口4.95万亿元，增长27.2%，高
出同期全国外贸增速 4.5 个百分
点，占同期全国进出口的17.5%，
提升了 0.6 个百分点。其中，河
南、湖北等省份进出口增速超过
了3成。

李魁文分析，一方面，我国
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外贸量稳质升的发展态势有
较好支撑；另一方面，全球疫情
起伏不定，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
峻，我国外贸未来发展面临的不
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
但总体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13 日，《广东省科技创新
“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正式印发实施，广东省人
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同步举行新
闻发布会进行解读。

省科技厅厅长龚国平介
绍，“十四五”期间，省科技厅
将结合广东省实际，融入国家
战略目标，按照“1+2+7+10”
的发展思路谋篇布局：围绕建
设更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强省

“1 条主线”，立足粤港澳大湾
区和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
范区“双区驱动”，突出“七个

聚焦、七个着力”，实施“科技
创新十大重点行动计划”。

在发展目标上，到 2025
年，省科技厅将奋力实现科技
创新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主要
创新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建成更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强
省，粤港澳大湾区初步建成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
新高地，成为国家重要创新动
力源。展望2035年，全省科技
创新整体实力将进一步增强，
主要创新指标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
地，广东成为引领我国进入创
新型国家前列的战略力量。

《规划》设置了全社会研发投
入强度、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
经费比重等10个量化的预期性指
标。其中，在研发投入强度上，力
争“十四五”期末全社会研发投入
强度达到3.5%左右，超过大部分
发达国家和地区当前的投入水平；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比
重达到10%，相对于“十三五”期末
（5%）实现“翻番”，加速追赶发达
国家和地区的投入水平。

教育
扩大硕博培养规模

广东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
吴艳玲表示，将加快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推动华南农
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高校进
入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行列。
加快推进高校的基础研究与应
用基础研究，进一步扩大博士硕
士研究生的培养规模，实施青年
科研人才国际培养计划。

卫健
建设50家高水平医院

广东省卫健委副主任、省中
医药局局长徐庆锋表示，将以重
大疾病防控为导向，以高水平疾
控中心和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
室为龙头，以公共卫生应急、快
速检测等为重点，健全公共卫生
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整体提升重
大传染病防控科技支撑能力。
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以建设50
家高水平医院和5家国际医学
中心为龙头，对标国内最优和国
际前沿，支持科研型医院的建
设，争取更多的国家级临床研究
平台落户广东，把省医学科学
院、省中医药科学院打造成为技

术支持服务平台。

农业
创建农业领域国家实验室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
视员程文章介绍，在农业技术创
新上，将重点围绕粤生猪育种、
南美白对虾水产业、农作物基
因、耕地退化、农业碳机制、柑橘
黄龙病等十个领域发力。在平
台创新上，加快广州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岭南现
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
室建设，积极争取创建农业领域
国家实验室。

工业
抓产业链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
级巡视员詹若兰表示，将抓产
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抓产
业集群共性技术供给。围绕广
东二十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加
快布局建设一批创新能力强、
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国家级、
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紧抓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针对龙
头企业，鼓励企业牵头组建创
新联合体。

时光二字，缱绻而悠长，记
录厚重的历史，也指向灿烂的未
来。容桂有着非常辉煌的过去，
但在百舸争流慢进都是退的新
时代，容桂原先的先发优势已经
不明显，如何重拾过往的荣光，
重振千亿大镇的雄风，是容桂接
下来的奋斗目标。

事实上，从高质量发展成色
来看，容桂依然是顺德的王者。
63万的人口数量，位居顺德各镇
街之首。除了培育本土8家上市
公司之外，规上企业、亿元以上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关键经济
指标，同样名列顺德镇街前茅。

“未来不仅有产业容桂、经济容
桂，还有公园容桂，这是容桂高质量
发展的亮丽名片。”容桂街道党工委
书记何春云表示，容桂将加快建设
宜居、宜业、宜商、宜游的湾区品质
名城。

现代化城市，品质和功能、颜
值和内涵，缺一不可。以桂洲大道

西延线打头炮，13项道路建设项
目今年重点推进，一场交通提升

“翻身仗”打响；大力拆除河堤边的
破旧厂房和违章建筑，利用42公
里长的河岸线打造“环岛翡翠链”；
深入实施“百园大战”，计划在今年
建设110个公园；五年投入30亿
元打造教育新高地，推进暨南大学
附属顺德医院评三级、创三甲；继
续擦亮“容桂时光”城市品牌，整合
推广容桂文旅项目和文旅IP……
后村改时代，当几个战场的仗要同
时开打，容桂延续“万亩奔腾”的斗
志和干劲，将奋斗进行到底。

关于容桂，它的记忆太多，一
时半会说不完；它的情怀太满，三
言两语道不尽。历经了历史的洗
礼、人文的积淀，容桂既保留了原
始的底蕴和情怀，也在新时代进程
中不断奋进，散发着独特魅力。也
正是这样的容桂成为理想的、让人
心生向往的宜居地，美好幸福生活
也于此慢慢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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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机 1959 文创园内部

A 跟随“工业”的脚步，
倾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A 跟随“工业”的脚步，
倾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A 跟随“工业”的脚步，
倾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顺德自古为岭南水乡，水网纵横交错，这里的故
事都与水有关。容桂的水乡特色也是独一无二
的，容桂的水乡烟火气，与来自上世纪的浓重工
业风相融合，工业与文艺气息混搭，造就了不一
样的容桂特色。

以前，容桂不叫“容桂”，分别叫“容奇”“桂
洲”，容奇北临德胜河，东西南三面为桂洲所包
围，原为顺德的主要港口和工业重镇。容奇
在民国时期建镇，新中国成立以后，与大良
镇一道成为县辖镇，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文
化的关系，容奇与桂洲始终保持千丝万
缕的关系，2000年合并成容桂。

如今，站在海骏达城43楼的城市
会客厅鸟瞰全城，可以感受到容桂的
勃勃生机——现代楼宇耸立、产业迸
发活力、公园绿意葱葱、百年文塔屹
立……在追求城市品质的过程中，
容桂注重快与慢和谐共生，在变与
不变中守初心，在刚与柔中觅
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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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容桂“三旧”改造的重
点项目，“容桂时光”项目主要包
括顺德渔人码头、柴油机1959
文创园及新旧马路、东堤路、北
闸街、工业路一带。德力柴油机
厂，是顺德“一河两岸，容桂时
光”斥资上亿元重点改造项目。
它承载着顺德近百年的工业文
明记忆，这里的每一座建筑，都
是一部“活着”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前，工业路还
是一条小河涌（二阜涌），1954
年填塞成为二阜路。德力柴
油机厂是第一家工厂，随着工
厂逐渐增多，于1958年改名为
工业路。全长700余米，北起
容奇渡口，南至南环路的工业
路，上世纪七十年代集中了容
奇镇的大多数公共机构和一

些县级机构。顺德首批工业
——德力柴油机厂、坚德利制
衣厂等都在这里起家。对于
很多顺德老一辈人来说，工业
路是他们记忆深处的地方。

从柴油机 1959 文创园出
来，沿着工业路一直往前走，
右转拐入竹器街，经过市场，
踏入小桥，一幅水乡风情画立
即呈现眼前。因为《爸爸是外
星人》的取景，使这条短短的
竹器街又成为一条网红电影
街。虽然拆除了少量布景，但
依旧能感受到小街的电影片
场氛围，影音店、旅馆、发型
屋、凉茶铺的招牌依然存在，
旧时光的味道散落在每个角
落，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怀旧
又悠闲。

沿着工业路一路走来，“友叔
街坊面店”“南虹面店”“七姐面
店”“肖婆肠粉”……这些隐藏在
横街窄巷里、几乎都为创立 10 年
以上老品牌。坚守初心，服务几
十年如一日，纯手工打造，是老街
坊们的首选。

“白茶清欢无别事，我在等风
也等你。” 柴油机 1959 文创园里
还藏着佛山首家盖碗茶铺，看到
它的瞬间，你会感到无比惊喜。
古色古香的门窗，窗外就是绿柳
河畔，在这里会感觉时间都慢了
下来。

除了经典顺德味，新顺德味青
年也在崛起。“空想咖啡，透过咖
啡与你一起空想世界。”在柴油机

1959 文创园三楼有一家刷爆朋友
圈的“网绿”咖啡店，拥有空中草
坪、落地玻璃、蓝天白云，和年轻
人想要的那种“感觉”。

从离职到车厢摆摊卖咖啡、
选址签约、装修设计、人员筹备，
到最后开业，空想咖啡创始人胡
先生将自己的创业历程点滴记
录在抖音上，得到了很多年轻人
的赞赏和认可。他赋予“空想”
新的定义，“空想”不再是一个贬
义词。空想咖啡是年轻人的榜
样 ，他 将 美 好 的 想 法 变 成 了 现
实，这恰好与容桂奋进精神追求
不谋而合。相信未来空想咖啡
将会成为有想法的年青一代的
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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