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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樵镇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坚定高质量发展信心

拓空间 强产业 美生态
缔造美好生活在西樵

7 月 21 日，西樵镇第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召开。会后，镇人大代表开

展视察活动，了解水环境整

治项目（吉水主排涌听音湖

至岭西段）、河岗工业区的名

杰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以及

联创智慧产业园项目建设情

况。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西

樵共招引超千万元项目 20

个。其中，超亿元项目5个，超

10亿元1个，超50亿元1个，

计划总投资额约64.8亿元，同

比增长约38%。下半年西樵

将继续围绕“空间再造，产业

重塑，缔造美好生活在西樵”

的工作主线，推动大健康产业

提速发展和纺织产业转型升

级，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实现土地大整治大腾挪

上半年西樵镇着力构建

“一山两江、三片十组团”城镇

空间布局。以九大项目为抓

手，探索连片村改、产业转型、

乡村振兴等多种模式，推进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实现土地大

整治、大腾挪。

会后，镇人大代表们分组

乘船，从听音湖出发，游船至岭

西凰岗村码头，感受水环境项

目整治成效。清风拂面，河水

清澈，鱼跃欢腾，人大代表们纷

纷赞叹两岸美景。

“第一次乘船观赏一河两

岸美景，非常震撼。”西樵镇人

大代表、上金瓯忠心经济社社

长区信啟说，西樵镇通过“空间

再造，产业重塑”的主线整合空

间资源，规划管理各项产业发

展，让西樵的空气更好，河涌更

美，蓝天更蓝。

“坚定不移推进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吹响决战决胜村改

大攻坚冲锋号！”位于联新工业

区内的联创智慧产业园项目，

目前已完成约20万平方米地

上建筑物的清拆工作，项目改

造面积约117万平方米。这是

西樵镇全力推进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的缩影。

该项目原先是以纺织印

染、陶瓷、五金行业为主的老旧

低矮厂房，产值低，税收贡献

小，且存在较大安全生产隐患

和环境污染邻避问题。现今项

目改造提升，将以产业建设与

城市融合为目标，以区域集聚、

产业集群、开发集约为方向，重

点发展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

等领域，大力引进、培植优质项

目，打造成为集生产、研发、生

活为一体的新材料+智能装备

制造的多元化高端产业社区。

人大代表们还来到河岗

工业区的“名杰智能化生产基

地”项目开展视察。“1层公共

备货区、2至3层牛字浆染线、

棉布长车扎染线……”现场可

见，名杰纺织河岗厂区主建筑

已落成，一期车间竣工，每层楼

区域功能分明，将于近期联合

验收，计划年底投产使用。

该项目将通过ERP系统

的大数据实现对经营、生产、管

理的全过程、全环节的快速响

应与精准监控，优化资源配置，

打造高效协同的智能化制造工

厂。预计年产值将达到10亿

元，并新增1000个就业岗位。

“通过参观可见，名杰纺

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值得借

鉴，其企业运营管理新颖，打破

了面料制造商的瓶颈，对西樵

镇内纺织产业改造提升有示范

引领作用。”西樵镇人大代表，

佛山中纺联党支部书记、副总

经理王静表示，佛山中纺联将

响应镇纺织产业改造升级的规

划，计划以中纺联的“一馆一院

一中心”为载体，建设纺织产业

国家级产业服务平台。

接下来，西樵镇将大力构

建“纺织+文旅”产业发展融合

平台，建设和完善纺织产业国

家级产业服务平台，进一步加

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引

领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转型

发展。

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当前，西樵正处于政策叠

加、乘势而上的机遇期，爬坡过

坎、转型升级的攻坚期，激发潜

力、腾飞发展的关键期。”西樵镇

党委书记李毅佳在大会上从发

展空间、后劲潜力、优质人才进

行全面分析，坚定西樵高质量发

展信心，凝心聚力向前行。

接下来，西樵将持续加大攻

坚力度，加强产业用地储备和产

业载体建设，通过土地整治，力

争未来2到3年腾出400万平方

米以上空间载体，为新兴产业引

入落地、镇内优质企业增资扩产

提供发展空间。

同时，要坚持《西樵镇镇域

城乡融合战略规划》引领，着力

构建“一山两江、三片十组团”城

镇空间布局，提速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致力构建生产空间集约高

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

间山清水秀的城镇空间格局。

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空间拓展自然吸引了更多投资

商的青睐，如7月18日，海天集

团竞得海儒工业区15.7万平方

米地块，将投资50亿元打造海

天Big H绿色产业集合带项目，

提速绘就西樵大健康产业版

图。这也是西樵镇以高质量招

商项目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的体现，让一批招商项目的落

地，为西樵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和源源不断的后劲。

西樵目前以纺织、陶瓷、卫

生用品为核心的多元产业体系，

拥有陶瓷和纺织两个“百亿”产

业集群。但随着周边地区的发

展和竞争日趋白热化，西樵传统

产业还比较粗放、单一，面临着

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拿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的勇气和魄力，以‘不给自己留

退路’的决心，全力推进纺织产

业转型升级。”李毅佳表示，将在

河岗片区谋划建设50万平方米

纺织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引入

专业产业园区开发商，引导镇内

纺织企业向园区集聚发展，推动

全自动化生产、全产业链服务和

数字智能园区建设，力争到

2024年底，初步建成纺织产业

超级园区，全纺织行业实现投资

强度大、单位产值高、税收贡献

大、污染治理有效的明显转变，

实现西樵纺织的升级迭代。接

下来，西樵将紧咬目标、紧盯进

度，奋力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中

杀出一条“血路”，为西樵高质量

发展再添新动能。

接下来，西樵镇要继续苦练

内功，进一步厚植文旅产业优

势，充分发挥西樵山文旅控股集

团作用，进一步串联整合现有各

类文旅生态资源，打好桑园围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张世界

级的名片，下半年启动“艺术在

樵山”活动，加快一批高端酒店、

民宿建设、开业，稳步推进有为

馆等重大文旅设施建设，加强文

旅活动策划，大力发展夜间经

济，办好听音湖营地项目。厚积

薄发，待疫情过去，西樵文旅产

业将迎来新一轮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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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人

民群众的“幸福增长点”。

“推进水环境治理”项目是

西樵镇2022年十大民生实

事之一。过去的半年里，该

项民生实事的进展如何呢？

今年上半年，西樵镇成

立了水环境治理指挥所，紧

紧围绕“治水十大行动”，从

工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

农业及养殖业污染源三大

方面，深入打好水污染防治

攻坚战。据统计，今年上半

年西樵镇重点河涌水质综

合污染指数为0.54，水质与

往年同比改善24.18%；城乡

黑臭水体出现返黑情况共

19次，涉及河涌15条，返黑

占比降至6.7%（2021年同期

为8.7%）。

“哒哒哒……”今年 1

月起，西樵社区吉水村奏响

“截污到户、雨污分流”乐

曲。小型开凿机在小巷里

破碎水泥，工人们在铆足

干劲进行雨污分流管网施

工，加快打通村内地下“毛

细血管”。

吉水村旧村内，水管老

化，施工空间小，项目施工

对道路“开膛破肚”。为了

尽量减少对村民生活带来

影响，吉水村采取逐条小巷

开凿挖掘，先接好截污管

网，再安装上水管。在未重

新铺设水泥的情况下，搬来

木板搭成“临时桥”方便村

民出入。目前，吉水村已完

成新建管网 4.2 公里，占总

工程量的46.81％。

今年，污水管网建设任

务为50公里，至6月初管网

完成量为34.5公里，占任务

完成量的 69%。从 2021 年

起，西樵镇在全镇范围内开

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截至2022年6月，已有40个

自然村完成竣工验收；13个

自然村正在进行施工；67个

自然村正在进行设计。

在工业污染源上，西樵

镇加快推动印染行业综合

整治，到 2022 年 10 月底前

完成15家印染企业的关停

搬迁工作，推动纺织印染行

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

级。推进鑫龙工业污水处

理厂中水回用技改工程项

目，目前已完成土建总进度

约15%，预计2023年底前完

成施工并投产。

碧水蓝天是一座城市

最美的底色。接下来，西

樵 将 持 续 改 善 水 环 境 质

量，让广大市民尽享绿色

福祉，为“空间再造，产业

重塑，缔造美好生活在西

樵”添砖加瓦。

“双百”社工扎根乡村解民忧

在西樵，低保户、残障人

士、困境儿童、特困人员等困

难群体在面临生活、医疗、教

育等困境时，有社会保障来

兜底，帮助他们渡过一个又

一个难关。

去年 10 月，西樵镇“双

百工程”社会工作服务站挂

牌成立。在西樵镇公共服务

办公室设立 1 个社工站，负

责统筹全镇站（点）工作，下

设 6 个社会工作服务点，为

全镇 33 个村（社区）的困难

群众和特殊群体提供一系列

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为民生

幸福温暖“兜底”。

“实施兜底民生服务社

会工作‘双百工程’”列入

2022年西樵镇十大民生实事

之一。

“感谢你们，这个夏天家

里再也不用这么闷热了。”6

月 6 日，樵园社区李妈妈看

着崭新的多功能风扇，享受

着阵阵凉风，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

5月初，“双百”社工入户

走访时，了解到这位单亲妈

妈的生活需求。他们积极联

动樵园社区幸福院、专业技

术志愿者，先后在6月2日、6

日来到李妈妈家中，为其拆

卸废旧风扇，安装崭新的多

功能风扇，在炎热盛夏为她

和孩子送上清凉。

这是西樵镇深入实施

“双百工程”，造福基层群众

的缩影。去年以来，每天穿

着蓝马甲的“双百”社工们，

扎根村（社区），穿街过巷，深

入田间地头，挨家挨户听民

声，为解决困难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而忙碌

着。

目前，西樵镇已建立“双

百工程”社工服务督导办，开

设1个社会工作服务站，6个

社会工作服务点。社会工作

服务站配备事务性社工 2

个，社会工作服务点共配备

服务性社工25人，接下来并

将结合实际需求进行人员调

增，实现全镇社工站（点）

100%覆盖、困难群众和特殊

群体社会工作服务 100%覆

盖。

自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7 月，“双百”社工共入户

走访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

1128 户，共 2348 人次；电话

回访643户，共845人次。他

们收集服务对象家庭结构、

健康状况、政策享有等基本

信息，掌握物质、精神、社会

等层面的需求，为服务对象

进行建档、立卡、造册，做到

“一户一档”。截至目前，社

会工作服务站已建立和完善

各类特殊群体对象个人档案

共1300份。接下来，他们以

服务对象的需求为导向，链

接慈善、志愿资源，为他们提

供情绪疏导、心理抚慰、精神

关爱、关系调适、能力建设、

社会融入等方面的专业服

务，做到“一人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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