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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 产业
以打造南海区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为目标，力争提供“九江方案”

走在九江城区，在每个转角，一处处

“小而精致”的街道微景观都会与你不期

而遇，安宁惬意的滨江小城，展现出别样

的气质。

在“城”的强力辐射带动下，“乡”迎来

了新发展。2020年，岭南大儒朱九江先

生的故里——下西社区确立了岭南文韵

与乡村创产相结合的精品示范点发展方

向，使村落迎来兴旺发展。

从昔日的“鱼米之乡”，到后来发展工

业，城市崛起过程中，九江变化的是产城

风貌，不变的是乡村的根与魂。2020年，

九江更是以打造南海区城乡融合发展先

行区为目标，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探索乡

村振兴、城乡融合的试点经验，力争为全

区提供“九江方案”。

2021年开年工作第二天，

南海区区长顾耀辉，副区长陈绍

文、阿不力米提·玉素云带队来

到九江镇，专题调研现代农业产

业研究院建设工作，为9家农业

企业颁发“佛山市农业龙头企

业”牌匾。

“乡村振兴，乡村产业兴旺

是前提，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要

统筹起来，而农业龙头企业便是

乡村产业振兴的生力军。”顾耀

辉提出，农业龙头企业对现代农

业发展有极强的带动作用，九江

在现代农业发展方面无疑领跑

南海。

2020年，九江成功获批创

建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园——

九江鱼花产业园，实现“中国淡

水鱼种业名镇”和“粤港澳大湾

区高品质水产养殖示范区”的路

径日趋清晰。目前，九江更是积

极筹建南海区现代农业产业研

究院暨水产研究中心，为水产养

殖业的提档升级注入强大动力。

产业振兴，是广东尤其是珠

江三角洲城市实施乡村振兴的

大方向，也是九江推进城乡融合

的动力所在。2020年，九江镇

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机

遇，以创建万亩省级现代水产产

业园为抓手，进一步优化提升水

产业的发展环境，活跃从业者的

创新氛围，推动水产业实现集约

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目前，九江镇内共有鱼苗场

70多家，主要孵化加州鲈、生鱼

等优质品种20多个，年生产淡

水名优鱼苗超过400亿尾。九

江镇水产养殖年产量超 10万

吨，约占全国水产养殖总量的

2%，近年年均淡水养殖总产值

超过14亿元。

除了打造平台外，九江还着

力以科学赋能水产养殖业发展，

通过加快推进鱼花科技创新核

心区示范项目建设，携手珠江水

产研究所共同筹建现代农业产

业研究院，同时整合连片鱼塘

400多亩，启动加州鲈和生鱼提

纯复壮项目，完成烟南、璜矶等

6个村（居）高标准农田整治共

计4800亩，不断优化渔业生产

环境。

乡村振兴是九江推进城乡

融合的抓手，九江镇委书记徐永

强表示，接下来九江继续以打造

“中国淡水鱼种业名镇”和“粤港

澳大湾区高品质水产养殖示范

区”为目标，实现水产业聚集化、

品牌化、工业化，推进养鱼现代

化工作，让九江水产业优势成为

城乡融合发展的“加速器”。

2020年，九江城乡面貌

不断蝶变，一幅城乡融合的现

代岭南图景正全面铺开。

2020年 7月底，九江镇

人大组织26名各级人大代表

选点水南社区开展视察乡村

振兴工作的主题活动，这是镇

人大开展“更好发挥人大代表

作用”的主题活动之一。而人

居环境改善与否，正是此次人

大代表视察的重中之重。

“水南一年比一年漂亮。”

视察时，有九江人大代表感慨

眼前道路畅通、环境优美的景

象，拍下一组照片发到朋友

圈，配文“徒步赏绿城，美丽又

宜人”，收获了一大波点赞。

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历

来饱受诟病，也是城乡融合发

展的短板。良好的环境对人

居生活品质和文旅产业发展

都有重要意义，这就要求乡村

管理者要以城乡融合发展为

导向，立足乡村自然资源禀

赋、历史文化特色，对乡村发

展的整体风貌进行顶层设计，

制订符合区域发展要求，契合

生态、生产、生活实际的乡村

空间规划。

为了补齐短板，2020年

九江镇正是这样规划的。九

江镇首先通过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美丽行动计划，制定全镇

人居环境改善行动纲领，再以

前期 245个经济社全部通过

干净整洁经济社考评验收为

基础，聚焦“三线”整治、田头

棚整治、雨污分流、厕所革命

等薄弱环节，加速加力攻坚，

为建设美丽宜居村打好基础。

“三清三拆三整治”首战

告捷、厕所革命稳步推进、“三

线”整治如期进行；6 个村

（居）、2个居住小区及145个

公共机构作为试点开展垃圾

分类工作，分流分类减量成效

初显；全镇新增绿化面积超

499亩，改建及提升塘头棚

1069 个……2020 年底，九

江镇人居环境改善的一系列

硬性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果。

更为喜人的是，“精品下西、正

道烟桥、和善水南、乐善下东、

诗意海寿、善美敦根”等示范

村（居）建设全面开花，推动农

村面貌大变化，颜值大提升。

事实上，经过一年人居环

境改善实践，九江有了更高的

目标。九江提出，要做到农村

人居环境、河涌水网全区最干

净，着力打造“南海区城乡融

合生态示范镇”。

九江全力抓好黑臭水体

治理，目前跨界河涌——梅圳

大谷涌清淤整治项目已基本

完工，预计2021年底前完成

黑臭水体整治验收，届时九江

镇将全面完成城乡黑臭水体

消除工作。

而稳步推进的“截污到

户、雨污分流”工作，2020年

九江镇首批推进的自然村共

完成管网铺设约 75公里，完

工量达96%，是南海区推进得

最全面、也最彻底的镇（街）。

九江努力通过系统性的工作，

打造成为“南海区河涌水网最

干净美丽的镇（街）”。

2020年，九江加快推进城

乡融合发展示范片区——滨江

片区的建设，形成临港国际产业

社区为核心驱动、以城带乡的发

展新格局。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

域。但从某种程度看，示范片区

建设既是“谋一域”也是“谋全

局”。那么如何在全局观下谋划

示范片区建设？

首先是要腾出发展空间。

2020年，九江以村级工业园改

造升级攻坚为抓手，全年拆除整

理 约 2200 亩 ，完 成 率 达

116%，为产业“腾笼换鸟”奠定

坚实基础。临港国际产业社区

土地连片整理项目、“南国酒镇”

特色小镇项目建设如期推进，镇

南片约938亩的土地整理工作

顺利完成。西江沿岸乡村振兴

整治项目有声有色，探花公园完

成改造，三乡围堤顶防汛路面及

灌浆工程、湿地公园活水工程、

慈悲宫保育等多个项目完工并

投入使用，新堤东路铜鼓滩段等

项目亦有序推进中，示范片区建

设实现良好开局，为九江产城新

一轮发展腾出宝贵空间。

其次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让资金和人才涌进来。2020
年，城乡融合发展示范片区成

功吸引金三发高端医卫防护用

品、南海南新医用无纺布扩产、

美国联合矿产等13个优质项

目强势进驻，真正实现策动大

开发、引入大项目、推动大发

展。到2020年底，14个重点

项目已全部启动，已完成建筑

面积4.1万平方米，涉及金额

近16亿元。九江城乡融合发

展示范片区能得到投资者的青

睐，城市格局的打开无疑起到

关键作用。

商业服务、文化旅游产业

等都是吸引人流的利器，也是

投资者对于一个区域价值判断

的风向标。源林投资（广东）有

限公司文旅总部项目也在

2020年底拍板落子九江，致力

打造九江新地标，加快打造经

济高质量发展极核引擎。
文/珠江时报记者何万里

通讯员 陈国杰

推动乡村蝶变 补齐城乡发展短板

片区统筹融合 拉开城乡发展大格局

赋能农业升级 打造城乡发展“加速器”

在过去30年，国内城市空间扩

大了三倍，城镇化率达到了一半以

上。然而，空间的城市化并没有带

来相应的人的城市化。如何改变

城市发展中城市、产业与人、文割

裂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九

江新型城镇化的一大课题。

城市虹吸效应阻碍了城乡要

素均衡流动，使得土地、资金、劳动

力等要素不断向城市范围涌动，农

村空心化、农地边际化等问题俨然

成为农村地区的常态。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和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

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就是为了

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把握和处理

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对于城乡融

合发展，九江更加直白地理解为，

要让更多人来九江就业，留在九江

生活，在这里惬意地生活。城乡融

合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人，城乡建设

与产业发展都是为人服务。九江

将超越城乡范畴，走城乡融合的新

路径，以人为本推动城乡融合高质

量发展。

由城、产、人黄金三角构成的，

是最具有持续发展潜力的新型城

镇。城市中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

没有就业就没有人气，就会变成空

城；而没有城乡基础配套，产业和

人就留不住，就越没信心做城乡基

础配套，形成恶性循环。如何使城

乡发展中的三角元素由独立变为

整体，是摆脱城乡分化发展的关键

所在。

先行者，需要有先知先觉。九

江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需要新理念、

新思维，使城乡发展中的三角元素

由独立变为整体，找出摆脱城乡割

裂发展的症结所在。九江的做法

是，做好城市配套、改造乡村环境

以及改造生态的同时，紧紧抓住产

业发展，筑牢城乡发展根基，将人

才留在九江生活工作，人才的进入

不但带动产业发展，还给九江城乡

带来人气和活力，形成产城人文的

良性循环。

城市还要有文化味，留得住文

脉，记得住乡愁。因此，九江在探

索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的过程中，

还要盘活丰富的岭南文化资源，让

文化自然地融入建筑、融入环境、

融合城乡，才能建成极具岭南水乡

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

■九江积极探索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的试点经验，力争为全区提供“九江方案”。图为九江外滩。 珠江时报记者/章佳琳摄

■九江加快

推进滨江片

区的建设，

形成临港国

际产业社区

为核心驱动、

以城带乡的

发 展 新 格

局。图为临

港国际产业

社 区 效 果

图。

■九江立足乡村自然资源禀赋，对空间进行规划。图为九江鹭鸟天堂。

珠江时报记者/章佳琳摄

■九江吉裕润达获得“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牌匾。 通讯员/梁平摄

推动城乡融合
让九江留得住
产业与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