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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年终奖”

人人分大鱼

九江开展大规模人群核酸

筛查应急演练

提升应急能力
做好万全准备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通讯

员/何家仪刘颖君）1月6日晚，南海

七镇街开展大规模人群新冠病毒核

酸筛查疫情防控应急演练。九江镇

专场设在梅圳社区梅东二经济社篮

球场，参演人员紧密合作，各项工作

有序推进，达到了以练筑防的效果。

当晚，演练开始后，梅圳社区核

酸采样点紧急启动，仅1小时就完

成场地布置工作。所有人员佩戴口

罩，工作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

严格按照镇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人

群核酸筛查应急演练工作方案，全

员分工明确、团结协作、行动迅速。

“请扫描‘葵花码’，保持一米间

距，有序排队。”记者晚上8时在梅

圳社区采样点看到，此时等候区已

有不少准备接受核酸采样的居民在

排队，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引导下

每人间隔一米，有序进入指定通道

进行测温验码、身份登记、核酸采样

等流程。医护人员按照采样规范流

程对受检者进行采样，采样完成后，

居民快速从指定出口撤离。

记者注意到，现场还专门设置

了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儿童、孕

妇、残障人士等群体的绿色通道。

78岁的康宝韶通过绿色通道很快

便完成了采样。“一点也不费劲，几

分钟搞定。”康宝韶告诉记者，核酸

采样很人性化，速度也快，举行这样

的演练，体现了政府对疫情防控的

重视，也体现了对群众的关心关爱。

整个演练过程做到“科学、迅

速、有序”，截至当晚9时30分，累计

1000余名居民完成核酸筛查。完

成检验后，采样对象可通过手机端

查询个人核酸检测信息。

此次演练有效提高了九江镇应

对局部疫情的应急处置能力，进一

步完善聚集性疫情全员核酸检测工

作流程，细化衔接环节，提高联防联

控、群防群控能力，找出可能存在的

漏洞、差距，提高了疫情防控应急处

置水平，确保一旦发生疫情，能及时

有序开展局部或全员核酸检测筛

查，筑牢疫情防控网。

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

强 通讯员/陈国杰）1月3日至

5日，南海区两会召开。1月5

日上午，南海区委副书记、区

长王勇参加九江代表团分组

讨论，寄语九江要做好产城融

合、智造升级、民生文明三个

统筹。

在当日的分组讨论中，代

表们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围绕

人才引进、道路升级、产业发

展等热点问题和群众关心的

焦点话题畅所欲言。

小镇办大事，九江如何

办？区人大代表、九江镇党委

书记刘伟提出，九江可以发挥

好优势，聚焦发展主业，念好

“聚”字诀。一是聚空间，目前

九江工业园相对集中，土地价

值相对偏低，可以抢抓机遇开

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快土

地的集聚，进一步聚合工业和

农业发展的空间；二是聚产

业，九江可以发挥家具产业等

传统产业优势，促进传统产业

加快转型，淘汰落后产能，提

供政策资源培育一批行业领

军企业，同时想方设法在临港

产业社区聚集一批新兴产业；

三是聚人气，完善城市功能配

套，高起点规划儒林湾，同

时以水为核心，推动人居环境

整治，进一步做好基层社会治

理，高质量推动文旅产业发

展，打造一批爆点文旅项目，

吸引人气向九江聚集。

区人大代表、九江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罗淮东表示，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大对

西部镇街基础设施、公共配套

建设的扶持力度，在政策和资

金上有更多的倾斜，这必将进

一步激发九江发展的潜能。

如何落实区政府工作报告相

关要求？罗淮东说，九江将结

合实际，坚持发展是第一要

务，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推进泛家居产业智能智

造，一手抓新兴产业发展，延

长医卫用产业链，补强下游终

端产品，把医卫用行业做到最

强最优。同时，升级传统水产

业，聚焦聚力突破水产品深加

工、预制菜等，推动农业向二、三

产业延伸。另外，九江将全力推

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动“项

目等地”向“地等项目”转变。

听完九江代表团的发言，

王勇表示：“九江领导班子都

很年轻，代表们也朝气蓬勃，

在你们身上感受到了满满的

信心，也对九江未来的发展更

有信心。”他建议九江接下来

要做好三个统筹，一是统筹产

城融合，要挖掘潜力，要保持

优势；二要统筹智造升级，要

弯道超车，要稳扎稳打；三要

统筹民生文明，要社会协同，

要自主自治。

如何做好统筹产城融

合？王勇说，第一要做好规

划，从更高的角度规划发展蓝

图；第二要抓好基建，尤其是

未来交通、环保、信息化等一

系列新基建的项目；第三要护

好环境，通过良好的生态环

境，引进健康卫生等相关高端

产业；第四要留好空间，在规

划、基建、环境、空间等方面保

持优势。

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

强 通讯员/陈国杰）1月4日上

午，南海区十七届人大二次会

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九

江代表团分组讨论现场，代表

们围绕民生需求、产业发展等

话题谈感受、提建议，积极为南

海、九江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南海要建设4000个‘四

小园’，上东有能力做得更好更

漂亮。”区人大代表、上东社区

党委书记张钊荣说，2022年上

东计划盘活多块较大的闲置

地，结合社区龙舟文化，建设有

龙舟元素的公园和“四小园”。

区人大代表、南方社区党委书

记关广文亦表示，社区将整合

多方资源，推进“四小园”建设，

做好社区人居环境工作。

促进地方高质量发展，人

才是关键。“有不少大学生毕

业后都不回家乡发展，而是选

择到更发达的地方去就业。”

区人大代表、佛山市承安铜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建新说，九

江未来要高质量发展，除了留

住本地人才外，更要完善各项

配套，引进更多高端人才，推

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九江水道纵横、气候温

暖，水产养殖业发达。区政府

工作报告提到，继续巩固提升

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

养殖示范区创建成果，以工业

化理念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提

升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水

平，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区人大代表、九江水产协

会会长岑鑛佳表示，九江被评

为“中国淡水鱼苗之乡”“中国

加州鲈之乡”，要持续擦亮这

些名片，加大鱼塘连片改造，

引进养殖龙头企业，以合作社

模式，带领九江本土养殖户共

同养殖，使产业质量集约化、

统一标准，让九江成品鱼质量

更安全。

养殖业的高质量发展离

不开优质的水资源。区人大

代表、水南社区党委书记崔永

成表示，九江要利用南海推动

黄金水道建设的契机，加大对

内河涌的保护，尤其是要从源

头做好截污治理工作，盘活全

镇水资源，使九江养殖业、环境

质量等工作再上一台阶。

区人大代表、佛山市阿里

顺林家具有限公司创始人、总

经理林佐义，区人大代表、佛山

市允迪薄膜材料有限公司负

责人尹斓还结合泛家居、新材

料等九江优势产业分享看法，

希望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推动

更多企业成为行业佼佼者，助

力九江高质量发展。

“九江只会更好，也只能

更好。”区人大代表、九江镇党

委书记刘伟对部分人大代表

的看法进行回应并表示，针对

区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九江

将扎实做好任务分解，落实工

作，以“小镇也能办大事”的强

大信心，争当城乡融合发展先

行区。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万里

通讯员/陈沅宜刘颖君）日前，一

场“思想再解放，改革再出发”大

讨论在九江展开，聚焦“弘扬实

业精神，拥抱‘两化’转型”主题，

围绕民营企业“两化”转型，九江

镇党委书记刘伟与企业代表面

对面开展研讨，助力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

九江总商会会长、广东远航

酒业集团董事长关正生认为，企

业要从市场战略、市场策略角度

来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而不是基于单一的数据、单

一的技术驱动整个转型。

作为一家传统密集型企业

的负责人，南海NO.1实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何裕泉也有同感。

“实业是振兴之本，‘两化’转型

很有必要，政府要和企业多沟

通，特别是促进有基础、有意愿

的企业‘两化’转型。”

“九江镇要将协助镇内企业

‘两化’转型作为小镇要办大事

来抓。”刘伟表示，政府要做好企

业服务，引导企业积极争取政策

资金实现信息化、数字化，做大

做强产业集群。

“希望镇政府能在城市规划

建设报建、工业厂房验收方面快

马加鞭，协助企业项目加快上

马。”佛山市嘉裕进出口有限公

司总经理曾永光认为，政府要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让更多优质

中小企业留在九江。

当日，不少企业家还着重

讨论了招人难、留人难等问

题。广东甜秘密寝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黄水木表示，人才流失

是制约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因

素，需要政府加大城市配套投

入，吸引更多高端人才留在九

江就业、定居，夯实制造业发展

基础。

为解决城市配套问题，刘伟

表示要继续做好“南城北业西

园”发展战略，细化西北两江边

的城市功能建设规划，进一步做

好沙头片区家具产业集群，规划

好樵江路片区无纺布产业带，做

好临港片区连片土地整理，为大

项目引进留足空间。

同时，刘伟还要求，九江镇

委镇政府领导要带头提升服务

水平，对企业实行一对一跟进

服务，帮助企业向上争取资金、

政策的支持，同时提升城市公

共服务，解决企业难留住人才

等问题。

座谈会上，企业家们在谈

及下一步发展时，普遍认为要

发挥龙头企业作用，打造自主

品牌，做大做强企业集群。南

海区家具协会会长、佛山市迪

奥比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廖顺

南认为，家具行业占据九江产

业版图很大一部分，但目前还

缺乏家具品牌名片，希望通过

政府的支援，发挥九江家具行

业的集聚作用，提升九江家具

产业的影响力。

吉裕润达渔业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岑鑛佳也希望政

府能为九江水产行业做大做

强争取更多政策支持，特别是

补链强链环节，通过土地等政

策支持和引进优质企业以及

高端人才，提升农业的附加

值，实现水产养殖业高质量发

展。

在南海区两会上，王勇寄语九江——

做好“三个统筹”小镇办成大事

九江代表团围绕民生、产业话题谈感受、提建议

建设四小园彰显乡村美
优化水环境造福水产业

九江开展政企大讨论，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做好企业服务 推动“两化”转型

■九江代表团开展分组讨论。 珠江时报记者/张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