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榄镇内交通的建设，在全
力推进。该镇投入6600万元，完成
民安北路改造和环镇北路高压架
空线改地埋电缆工程。率先建设

靠近高速路口的环镇北路及连接
南北片区主干道路的联丰路，启
动潮源路等路段升级改造，切实
提高道路通行能力。累计打通联

丰、绩东一等社区断头路、瓶颈路
达30条。目前，环镇北路道路工程
已完成总进度的 52%，联丰路已
完成道路基层施工。

■上半年经济运行成绩单

2018年上半年，全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城市竞争力不断提高，主要经济指标实现时间过
半、任务过半。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1%。固定资产投资
28.2亿元，增长 21.5%。国地两税收入 33.1亿元，增长
14.2%。社区集体收入6.99亿元，增长4.3%。

改革开放以来，小榄从昔日的农业小镇发展成
为今天名扬海内外的现代化工商业城镇，铸就辉
煌。在改革开放40年的新起点上，小榄又将何去何
从？

回望来路，唯有激发新担当新作为的睿智干
劲，激荡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豪情壮志，笃定前行。

今年，小榄镇深入剖析困扰自身发展的问题，挖
掘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关键所在，提出了实施城市
提质、交通畅顺、产业升级“三大工程”的目标，全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吹响了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号角。

今年以来，小榄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小榄一切工作，把“三大工
程”作为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落实“三个定
位”，加快建设创新小榄、平安小榄、美丽小榄、文
化小榄、幸福小榄的总抓手。

上半年，全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城市竞争力不断提高，主要经济指标实
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1%。
小榄镇紧紧围绕群众所需所思所盼的民生短板，
实施“三大工程”社区项目 238个，切实解决联系
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三大工程”建设的关键期
和攻坚期，通过全镇上下的共同努力，“三大工
程”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小榄上半年GDP增速8.1%，主要经济指标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三大工程”初见成效 高质量发展改革再出发

●布局
◆提升质量和效益 为实体经济“强筋壮骨”

●布局
◆整体谋划，
全面疏通交通“血脉”

针对小榄镇群众普遍关注的交
通问题，小榄镇实施交通畅顺工程，
坚持整体谋划、综合施策，打通大动
脉、畅通微循环，切实提升城市交通
系统整体承载能力，最大限度方便
群众出行。

对外交通路网建设协调推进。
镇内道路畅通工程稳步实施，按照
先急后缓、先易后难的原则，结合
道路现有实施条件，着力打通关键
节点。

●布局
◆高水平规划
从“骨子里”扮靓小榄

为了推进城市提质工程，小
榄镇以高水平规划引领城市现代
化，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
间，强化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提高
城市管理水平，着力建设宜居宜
业宜游精品城市。

小榄镇坚持科学引领城市布
局，完成城市总规修编，一盘棋优
化城市空间布局，谋划西北组团
内外环道路规划，做好西北组团
核心、中心城区、五大片区等重点
区域规划，强化核心驱动、以点带
面功能，切实增强区域发展的协
调性、联动性、整体性。

同时，该镇坚持做好“七纵七
横”交通路网和三大片区公共服
务设施规划，将全镇分三大片区、
以抱团方式推进协调发展,破解社
区公建配套不足、公共服务水平
不高、现有社区活动中心使用低
效、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布局不平
衡、发展不充分等问题。

为了让城市设计更加精准科
学，小榄镇建设三维模型数据决
策平台，打造城市三维模型，开展

“小榄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发
展定位课题研究”，着力区域合
作、产业升级和城市更新，为小榄
抢抓“一带一路”和大湾区发展机
遇，提供发展思路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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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建设一批公园 丰富生态空间

半年来，小榄镇的城市更新
持续推进。启动凫洲河沿岸美化、
滨江文化休闲长廊工程，加快建
设西北组团儿童公园、菊花文化
湿地公园、圆榄山文化公园、南部
中心公园，营造更多更好的生态
休闲空间。建成埒西一广丰公园、
永宁西片公园、西区修身公园等
微型公园15个。

全面开展三年绿化美化提升
工程，新增绿化面积183亩，植树近
1.2万株。以开花植物为主题，成功
打造民安北路等4条美化示范路。

在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方面，
通过石栏河改造、加装路灯等工
程，打造东区、埒西一、九洲基等
社区“一河两岸”景观。与此同时，
小榄镇还注重恢复自然生态型河
道，制定“一河一策”治理方案，加
快建设“水清、河畅、岸绿、景美”
的绿色生态水网体系。

此外，小榄镇还下力气全面改
善城市环境，加强户外广告整治，
狠抓创文工作，启动文明公厕建
设，深入推进优质供水管网和污水
管网工程，在 12个单位开展垃圾
分类试点工作，全力做好垃圾清运
工作，破解垃圾围城问题。竹源社
区、盛丰社区分别建成垃圾压缩处
理站，绩东一社区完成垃圾中转站
改造工程，北区社区成功入选首批
省级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试点。

◆设“家门口”服务 打造“10分钟文化圈”

完善公共服务，是小榄镇实
施城市提质工程的一项重要内
容。上半年，小榄镇推进镇、社区
两级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让
城乡居民享受“家门口”的优质
公共服务。

小榄镇成立“个案中心”“社
会资源中心”，关注重点人群，培
育精准化、专业化帮扶服务项
目。以新市社区为试点，建设省
邻里守望志愿服务站。建成 15
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点，打造

“助餐、助养、助医”综合居家养
老公益服务平台，形成覆盖全镇

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指导 4个
公共场所和 3 个大型商业中心
完善母婴室设施建设。保护和传
承传统文化，推进粤峰何公祠改
建成小榄民间艺术展示馆，完成
积厚祠修复工作。

为了稳步推进省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创建，该镇重点支
持系列文化项目建设，扩大群众
公共文体服务供给，实现社区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免费开
放 130个文化活动室、62个文化
广场和967个运动场所，倾力打造
便民高效的“10分钟文化圈”。

◆优化：新建近万个停车位 改善47个高峰拥堵点

●成效

◆对外：进入高铁时代 打通对外“梗阻”

◆镇内：打通断头路等30条 提高通行能力

◆平台建设：营造发展空间 新增50个项目落地

●成效

上半年，小榄镇多措并举，改
善营商环境，提升竞争力和吸引
力。首先，完善奖补政策，降低企
业生产经营成本，扶持企业上市
上板、上规上限，做大做强。优化
领导“一对一”蹲点直接联系企业
制度，落实政企面对面座谈常态
化机制，主动为企业解决实际困
难，突破发展“天花板”。

为了引导企业创新，小榄镇
为企业创新重大重点项目提供全
包式服务，委托商会、行业协会提
供行政审批“全流程”专人服务，
建立重点项目并联审批、绿色审

批通道，提高项目推进效率。其
中，华帝园区扩建项目审批时限
压缩至三分之一，取得显著成效。

小榄镇还深化“一门式、一网
式”政府服务模式，打造行政服务
中心升级版，整合进驻部门21个，
可办事项286项，其中即来即办业
务达108项。按照“前台综合受理、
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服
务模式，扎实推进开办企业便利
度改革，实现开办企业3个程序、2
个环节、5天办成，全力打造最优
的营商环境，切实增强群众的体
验感和满意度。

◆营商环境：创新项目全包式服务 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为了推动发展动能提速换挡，
小榄镇鼓励企业建立技术中心、研
发中心、工程中心，提高企业自动
化和智能化水平。全镇共有国家、
省、市三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中
心204家，高新技术企业220家；备
案新增技改项目 98个，总投资达
22亿元；完成发明专利申请 839
件，发明专利授权量 162件，有效
发明专利拥有量607件。

除此之外，小榄镇还实施重点
行业智能制造示范应用，促进传统五
金产业与智能电子、新兴物联网产业

融合发展，打造“智慧五金”创新产业
圈。其中，长青等7家企业已获批创建
市智能制造示范生产线，投入4.1亿
元用于生产过程智能化改造。

质量品牌战略在不断推进中。
该镇通过“省级出口五金制品质量
安全示范区”验收评定，深化制锁
产业区域品牌建设，小榄锁具品牌
评估价值达18.5亿元。引进东海表
面贴装、聚享机器人等“共性工
厂”，为企业全生命周期提供一体
化服务，破解中小、民营企业部分
产业链“小而散”“小而全”问题。

◆发展动能：加速智能化改造 破解产业链发展难题

今年以来，小榄镇坚持用好市
产业平台专项扶持资金3亿元，建
设市产业发展平台（小榄园）和“菊
城智谷”特色小镇“一外一内”两大
平台。同时，大力推进“三旧”改造，
完善锌铁棚改造方案，梳理可连片
开发改造区域 14 处，总面积达
3000亩，为引进创新要素、发展实
体经济腾出空间。其中，已建成美
城创新产业园、竹源创业工业园等
锌铁棚改造项目面积近150亩。绩
东二社区已规划建设占地面积约
350亩的智能锁具产业园。联丰、
绩西等社区改造项目已动工建设，

首期改造面积达13万平方米。
该镇还大力引进一批“高技

术、高附加值、高税收、低能耗”的
优质企业落户小榄。新增精准医学
3D打印、人工智能装备全自动表
面处理共性研发平台等50个项目
已落地小榄，总投资达 205亿元。
天安云谷等 17个项目已成功签
约，苏宁易购、太平洋商场等“三
旧”改造重点项目正在稳步推进。
当前，纳入小榄镇管理的重点项目
60个，总投资 826亿元。其中省市
重点建设及前期预备项目 42个，
市亿元以上非房地产项目6个。

小榄镇坚持新发展理念，把发
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推动经济发展从数量和规模的扩张
转向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不断增强

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今年以来，小榄
镇把推进平台建设、加快动能提速
换挡、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产业
升级，提升发展质量的主要抓手。

今年，轨道交通建设的推进，
在小榄镇发展进程中写下了具有
历史意义的一笔。小榄镇完善中
山轨道2号线经小榄与佛山地铁
11号线连接,协调高铁停靠小榄
城轨站，从此进入高铁时代。

此外，该镇还协调推进广中

江高速、西环高速（含小榄支线）
等高速公路建设，优先预留高速
公路出入口与镇内道路衔接通
道，匹配高速出入需求。加快推
进新榄均公路、民古路等跨市镇
道路工程建设，打通对外交通

“梗阻”，提升小榄与周边城市、

镇区的互联互通水平。目前，广
中江高速小榄互通立交已完成
桩基础施工，西环高速（含小榄
支线）已全面开建，新榄均公路
正处于勘察设计招标阶段，西海
大桥拓宽改造项目正在进行工
可报告修编。

在现有的基础上提升交通运
行能力，是小榄镇今年畅通交通的
探索路径之一。小榄在镇中心城区
路段和各社区新建停车位累计近
1万个，积极解决停车难问题。在红
山路、新永路、长堤路等10个繁忙
路段完善禁停标志，规范区域停车
秩序。大力推行“绿波带”改造，推
进道路交通管理智能化、电子化建
设，对56个治安监控球机增加抓
拍交通违法功能，实现治安与交通
一“枪”式管理。优化民安路沿线红
绿灯信号配时，提高交叉路口通行

能力。完善47个高峰期交通拥堵
点管理设施，提高道路整体通行效
率，增强路面管理力量。

小榄镇还将民安路和升平
路列为交通秩序严管路，全力整
治机动车乱停乱放交通违法行
为。借鉴先进经验，做好路边停
车收费试点前期工作。优化公共
交通路线11条，推进智能公交体
系建设，实现手机查询公交实时
到站信息和手机支付车费等功
能，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更加
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

小榄镇以高水平规划引领城市现代化，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精品城市。

小榄镇坚持整体谋划、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出行。 推进平台建设、加快动能提速换挡、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发展质量。

关键词 城市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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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关键词 交通畅顺

关键词 产业升级

小榄镇加快建设“水清、河畅、岸绿、景
美”的绿色生态水网体系。

小榄镇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强化核心
驱动，切实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

奋勇争先 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