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春运从1月28日开始，至3
月8日结束，共计40天。这是疫情防控
常态化下的第一个春运。昨日召开的南
海2021年春运工作会议预测，2021年
春运客流仍以轨道交通和公路运输为
主。其中，道路客运预计发送旅客约30
万人次，与2019年相比下降58%；佛山
西站预计发送旅客76万人次，与2019
年相比下降11%。

南海春运办主任、南海交通运输局
局长张志军表示，南海将优化运力调配、
科学安排公交班次、合理组织运力投放，
切实提高旅客集疏运能力。

在安全运输方面，路政部门要加强
春运期间路网路段巡查，保障主干道、桥
梁、隧道等运行畅通；各镇（街道）要加强
部门联动，积极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大检
查专项行动，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堵塞隐患漏洞，加强车辆维保，
确保车辆技术状况合格、驾驶员身心状
态健康。

服务提升方面，客运站、火车站等枢
纽站要进一步优化售票检票流程，改善
旅客候乘环境，特别要做好老年人、孕
妇、儿童、军人等特殊人群的出行服务保
障。如对于无法出示健康码的老年人，
客运站需设置无健康码通道，保障老年
人正常出行。

主要经济指标
2020年，全镇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2.8%（预测数，下同），实现工
业总产值405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84.5亿元，同比增长5.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6亿元，同比增长9.5%；

实际利用外资5.0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7%；

落实投资项目共 13个，计划投资总额为52.45亿元。全年实现
工商税收20.15亿元，同比增长10.4%，首次突破20亿元大关。

创新发展卓有成效
36家企业通过高企评审，指标完成率为103%；

全年“小升规”入库企业达40家，指标完成率为118%。7家企业
被认定为南海第二批制造业全国隐形冠军企业。

乡村建设全面提升
实施高品质森林城市建设项目 14个，全镇新增绿化面积超499
亩，改建及提升塘头棚1069个。投入2亿多元，完成管网铺设超
160公里。

惠民实事落地见效
新增学位540个，27个村（居）物理围闭完工验收，全年查处违法
建（构）筑物超110万平方米，全年共破涉黑恶案件27宗、刑拘90
人、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超153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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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镇2020年
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单数读

产业坚持 兴镇

抢抓新机遇，实现新作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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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2020
年招商引资捷报频传，13个优

质项目落户。在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下，九江实体经济实现逆

势上扬。

2020年，九江实体经济发

展呈现出结构优化、重大项目

增多的特点。其中一个亮点是

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集聚。到

2020年底，东丽无纺布业务势

头良好，东丽水处理膜（一期）

投产指日可待，南海南新医用

无纺布扩产项目地块已摘牌，

必得福高端新型复合无纺布、

工业污水处理厂等项目响桩，

正在为九江高质量发展积蓄新

能量。

此外，在重点项目建设方

面同样按下了加速键，黑田新

能源汽车零部件、金贤华高端

家具、日本矢岛技研等一批重

点项目均试产投产，源林投资

（广东）有限公司文旅总部项目

动工在即，致力打造城市新地

标，为九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能。

栽好梧桐引凤栖。身处南

海西部的九江，缘何频频受到

外来资本、产业项目的青睐？

实际上，成绩来之不易，九江积

极拓宽产业空间，为产业“腾笼

换鸟”奠定坚实基础。去年，九

江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攻坚战

取得阶段性成果，全年拆除整

理土地约2200亩，完成率达

116%，为产城新一轮发展腾

出宝贵空间。

高考、中考再创佳绩，中考

上线率蝉联“十六连冠”；南畔

华光小学新建教学楼投入使

用，新增学位540个；九江医院

医技大楼基本完工；九江颐养院

的护理院项目投入运营；村（居）

道路路口安全隐患整治工程全

面完成……件件有着落，事事有

回应。去年九江票选确定的十

件民生实事已落地见效。

此外，九江还着力纵深推

进基层治理，彻底排查整治各

类安全隐患，获评“广东省安全

社区”。全面铺开“平安村居”

智感安防小区建设，全市率先

完成标准地址核查，全年查处

违法建（构）筑物超110万平方

米，全区首创“三调入所”矛盾

化解模式，严厉打击民生侵财

案件，破案率居全区之首，有力

维护社会安定和谐。

队伍建设常抓不懈。高效

完成村级党组织和自治组织选

举，选出一批综合能力强、群众

威信高的“领头雁”，党在农村基

层的“主心骨”力量进一步加强，

在全镇23个村（社区）党委设立

纪委，实现村级巡察全覆盖。同

时，深化实施“政英库”人才能力

提升计划，超额完成“博士进企

业”申报任务，为新时代高质量

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致力抓民生保稳定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民生坚持 实镇

优质项目、人才接踵而至，

折射出九江越来越强的吸引

力。这首先基于坚实的产业基

础，更离不开九江持续优化的

城镇功能配套。

2020年是九江宜居品质

持续提升的一年。这一年，九

江加快推进滨江片区总面积

24平方公里的建设，总投资近

22亿元的14个重点项目已全

部启动，已完成建筑面积9.3
万平方米。西江沿线乡村振兴

整治项目有声有色，探花公园

即将完成改造，三乡围堤顶防

汛路面及灌浆工程、朱九江湿

地公园活水工程、慈悲宫保育

工程等完成验收，新堤东路铜

鼓滩段等项目亦有序推进中

……

在交通路网建设方面，镇

域路网持续优化，九江大桥出

入口、上北大道等交通项目提

升改造工程完成，江浦路完工

过半，S269清龙线（九江段）、

九江大道（教育路北延线-新楼

段）辅道拓宽工程等路网建设

也渐次铺开。

而在水环境治理方面，

2020年，九江成为全区首个全

面完成黑臭水体整治的镇

（街），深入推进自然村“截污到

户、雨污分流”工作，完成管网

铺设超160公里，是全区推进

力度最大、推进速度最快、推进

效果最好的镇（街）。

去年，九江美丽乡村建设

同样亮点纷呈，以打造“南海区

最干净整洁镇（街）”为目标，选

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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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开展美丽家

园、美丽田园建设，推动农村面

貌大变化，颜值大提升。

今年，九江继续全力推进

城乡融合发展。张厚祥表示，

九江将坚持环境先行，提升城

乡美丽宜居新形象，持续改善

环境质量，纵深推进美丽宜居

乡村建设，加快构建外通内联

交通体系，多元创新文旅发展，

全面提升城乡宜居品质。

全力抓整治提品质 城乡融合有力推进生态坚持 立镇

聚力抓项目稳增长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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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公交计划 保障春节市民出行需求
春运期间南海将优化运力调配、科学安排公交班次、合理组织运力投放，提高旅客集疏运能力

文/珠江时报记者周钊泷 通讯员/吴燕君

九江镇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召开

全力建设南海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
1月20日，九江镇第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召开。

九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厚祥

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2020
年九江镇以建设“南海区城乡融

合发展先行区”为抓手，坚定不移

走“党建强镇、产业兴镇、生态立

镇、文化活镇、民生实镇”之路，较

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目标任务，

全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显著

进步。

会议提出，2021年九江镇

将坚定规划先行、产业先行、环境

先行、民生先行和队伍先行等“五

个先行”发展路径，推动“南海区

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建设实现

跨越式进步，努力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增速不少于 5%，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不低于10%预

期目标。

“这是一次极不平凡的会议，

继往开来的会议，团结奋进的会

议，鼓舞干劲的会议。”九江镇委

书记徐永强表示，站在“两个百

年”的历史交汇点、“两个五年”承

前启后的重要节点上，本次大会

的召开恰逢其时、意义重大。他

认为，未来五年是九江推进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机遇窗口期”，围

绕建设“南海区城乡融合发展先

行区”的目标，以全方位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工作主线，全力做好“发

展空间、产业结构、生态环境、社

会民生、干部队伍”五大文章，推

动空间格局更加优化、产业结构

更加合理、生态优势更加凸显、社

会民生更有保障、干部队伍更有

担当，把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美

好现实。

大会上，傅伯景当选九江镇

人大副主席，邓伟航、李权铿当选

九江镇副镇长。

文/珠江时报记者何万里通讯员陈国杰

出行前需密切关注目的地是否

变更为中高风险地区，若出现以上情

况建议取消出行计划；若返程发现以

上情况建议及时向卫生部门申报相关

信息；若未出现以上情况则建议备足

口罩、免洗洗手液等防疫物品。

在公共场所比如乘坐飞机、火车

时务必正确佩戴口罩；使用卫生间

时尽量避免用手直接接触门把手、

水龙头等公共物品；入住酒店应及

时开窗通风，可用消毒湿巾对门把

手、床头柜等手接触较多的物件进

行擦拭消毒。

返程回家不能放松警惕、做好健

康监测，14天内一旦出现发热干咳等

症状应及时就诊，向医生说明旅行史。

做好个人健康防护{防疫}

期间预计主要冷空气活动时

段为：1月 29日～2月 1日，2月 4
日～6日，2月 16日～20日，2月

25日～28日，3月4日～6日。最

冷时段可能出现在：2月 18日～

21日。

综合来看，2021年春运期间南

海区出现类似2008年大范围持续性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2016年冬季暴

雨的可能性较小。

出现冬季暴雨可能性小{天气}

节前道路客运出行高峰预计出

现在2月1日至2月5日（即年二十

至年廿四），客源主要以大沥车站、西

樵车站省际方向客源为主；节后出行

高峰期预计出现在2月17日至2月
24日（正月初六至正月十三），客源主

要以南海车站（佛山西站高铁）转乘至

珠三角客源为主。

春运期间，佛广集团旗下5个客

运站根据客流预测数据，预计属下各

客运站计划加班运力约80台次。省

内主要加班班线为珠三角地区等，省

外主要加班班线为广西梧州、贺州、贵

港地区等。

{客运高峰}预计2月1日出现节前出行高峰

1月18日至2月3日公交线路

基本维持目前95%工作车率，保障

节前市民出行需求。年二十三（2
月4日）至初九（2月20日）按照南

海TC公司的要求执行停场减班计

划，骨干线路发班间隔保持在约20
分钟，定班定点线路保持目前发班

间隔，其他线路发班间隔的保持约

30分钟。但因南海区倡导职工留

在本地过年，佛广公司将与南海

TC公司保持密切沟通，及时调整

计划，保障春节期间市民基本出行

需求。

接驳佛山西站公交班次方面，

计划从1月28日开始加密佛山西

站始发及途经线路日间发班的班次

密度，预计增加22台运力（具体以

南海TC公司批复为准）。

节后疏运从 2月 15日（年初

四）开始，根据佛山西站到站列

车及到站旅客的情况，安排日间

加密班次、夜间延长线路尾班进

行疏运。日间运力计划对 238
线等14条线路共计增加28台运

力。夜间疏运计划开行225线等

6条线路加班，投入42台运力，将

末班 22：30延长至第二天凌晨

1：00。

2021年春运，佛山西站图定营

业列车340列，其中始发60列、终

到66列。计划节前2月3日-10
日、节后2月16日-20日以及2月
27、28日，共计15天开行夜间通宵

临客列车。此外，1月28日-2月10
日（共14天）佛山西站往成都、重庆、

贵阳、南充、南宁方向日均增开图外

临客14趟，截至目前，佛山西站增开

的图外临客列车均有余票。

{公交班次} 保障春节基本出行需求

西站15天开行通宵临客列车{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