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下来，神湾镇将不断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引领，扎扎实实把“四个
走在全国前列”的各项任务落到
实处，不断提高神湾镇经济社会
发展创新力和竞争力，夯实旅游、
游艇和物流产业服务“三大集群”
发展基础，全力打造珠西岸现代
服务业创新示范镇。

狠抓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产业
体系向现代化迈进。为此，神湾镇
将大力发展工业商品厂房，加快建
设与火炬开发区神湾分园合作的
外沙工业商品厂房，实现少用地招
商、零用地招商。用好用足省市现
有的“工业用地十条”等优惠政策，
主动牵线搭桥，让有厂房的供给方

与想扩产的需求方有效对接，实现
资源的高效利用。瞄准“三大集群”
的产业定位，继续突出招引关联度
高、带动力强的大企业、大项目，以
此吸引聚集一批配套企业和项目，
形成协同发展的“雁阵效应”。

与此同时，神湾镇还将狠抓
“三去一降一补”，加快淘汰落后
产能，防止形成新的落后、过剩产
能，大力破除无效供给和低效供
给，加速形成新供给、释放新需
求，培育经济增长新机制。抓紧抓
实全面提升开办企业便利度改
革，将开办企业时间由 20天压到
5天之内。深化土地、劳动力、人才
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扩大“放
管服”改革综合成效，落实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落实扶
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坚
决取消涉企不合理收费项目，降
低实体经济企业生产成本。

神湾镇将持续深入推进质量
强镇战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
动游艇制造等产业产品质量与国
际标准接轨，推动企业建立全员、
全方位、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体系，
创建质量强镇示范镇。实施名牌
带动战略，大力支持企业品牌建
设，努力培育一批市场占有率高、
竞争力强的知名品牌和拳头产
品。坚持发展精品农业，重点抓好
深受市场欢迎的“地标”神湾菠萝
和禾虫等特色农产品的品牌推
广，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

全力打造珠西现代服务业创新示范镇
推动产业体系向现代化迈进，为神湾镇发展增添“创新”名片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是神湾镇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
键一年，也是神湾镇不断夯实旅游、
游艇和物流产业服务“三大集群”发
展基础，全力打造珠西岸现代服务
业创新示范镇的重要一年。

搭乘东风四十载，神湾储力谋
新篇。今年，神湾镇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
话精神，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
四次全会、市委十四届四次全会精
神和李希书记在中山调研时讲话精
神，立足省委赋予中山的“三个定
位”，总结运用“大学习、深调研、真
落实”工作成果，坚定不移以新发展
理念谋发展、促改革、强基础、保民
生、改作风，推动神湾经济社会各项
事业取得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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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发展需要，神湾镇近
年来不断推动创新发展，把创新
发展作为第一动力，为神湾发展
贴上全新名片。为此，神湾镇全
面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
免、研发费加计扣除等创新普惠
性政策，充分激发企业在技术创
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
成果转化上的的主体作用，鼓励
引导企业开展技改创新，加速推
进研发机构建设，激发企业内生
动力，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神湾
镇还把先进船艇装备制造作为
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建设以骨
干企业为主的、与高校院所对接
合作的高水平产学研平台，实施
一批关键核心科技攻关和成果
转化项目，打造国家级船艇企
业、技术和产业集群，加快建设

引领转型的产业集群发展高地。
创新发展，人才是关键。为做好
人才引进培育工作，神湾镇积极
落实好《神湾镇引进中高层次人
才和促进就业创业工作暂行办
法》，对镇内重点企业引进的高精
尖人才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入户、
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加快城镇生活配套设施建设，以
优良环境及完善配套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深化产教融合，聚焦游
艇制造服务产业技能人才，力争
引进海事类高校院所，为游艇产
业集聚发展培育紧缺适用型人
才。

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开展靶向
招商，据统计，神湾镇共引进了8
个“三大集群”优质项目，计划引

进金额共 38.89亿元；市政府与
北京山水文园投资集团签订了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重点开发神
湾磨刀岛全域旅游项目。其中，
重点项目推进有力，神舟航天乐
园项目用地取得重大突破，江龙
船艇二、三期项目顺利启动。工
业技改初显成效，目前，神湾镇
共有 63家企业申请开展技术改
造，计划总投资达 10亿元，预计
上半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 1.5亿
元，同比增长 50%，占工业投资
额的 79%，占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28%。创新驱动实现新发展，庆
谊、鑫海等 2家企业申报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神湾镇将
力争年内新增高新技术企业超4
家，协助宏鸿等高新技术企业申
请科技贷款超过6000万元。

在全镇范围内掀起宣传贯彻热潮
今年以来，神湾镇把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
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头
等大事和首要政治任务。

神湾镇坚持一体学习体会、
整体贯彻落实，通过组织中心组
理论专题学、结合宣讲活动深入
集中学、多层面多形式广泛学等
形式，示范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深

入学。此外，神湾镇还利用微博、
微信、政务网站等新媒体平台，
形成多媒体参与、立体化呈现的
宣传声势，采取辅导学习、理论
宣讲、干部轮训等举措，推动学
习宣传贯彻工作进企业、进农
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
军营、进网络。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神
湾镇把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相
结合，切实造福群众。在前期开
展大学习、大培训的基础上，由

神湾镇党委牵头，对加强干部队
伍高素质专业化建设、促进土地
集约节约开发利用等五大事关
全局的重大课题进行深入调研，
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着力点
和突破口，进一步明确工作举措
和努力方向，把学习贯彻成果体
现到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上，奋
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神湾落地生根、
结出丰硕成果。

多方位对接，加快融入大湾区发展
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争当

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支点，神
湾镇加快推动对接港珠澳大桥
和深中通道的古神公路二期（神
湾段）、西外环和横五线建设，积
极申请开通“中山—香港游艇自
由行”航线，构建外联内畅交通
格局，努力实现与粤港澳大湾区
内香港、澳门、广州等城市1小时
对接，加快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交通网。此外，牢牢把握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机遇，进一
步完善“一港五区”之一的神湾
港区作为南部进出口货运快捷
通道的辐射功能。进一步加强对
外开放，神湾镇多次组织企业

“组团出海”，积极参加各类展
会，加强与外界合作。在新时代，
神湾镇以对外招商引资、发展现

代物流、培育跨境电商等为抓
手，持续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
广度，切实集聚各类资源要素并
转化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在不断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的同时，神湾镇也要立足实际，结
合神湾镇的优势，不断深挖面向
湾区的旅游特色线路。据介绍，神
湾镇将重点对接香港、澳门、珠
海，充分利用龙光天琅游艇会、航
天城、丫髻山等旅游资源，进一步
激活游艇旅游产业，建设游艇专
业服务区、休闲旅游区等产业主
导功能区。结合即将规划建设的

“海洲公园—神湾港”、“神湾游艇
码头—莲花渡口”等水上巴士航
线，谋划推出串联港、澳、珠及神
湾本地旅游资源的全新旅游线
路，打好神湾旅游品牌，促进旅游

文化交流融合。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神

湾镇将全面衔接南部组团概念规
划、综合交通规划、重大公共设施
规划、景观通廊规划等 4个专项
规划，按照产业特色鲜明、服务便
捷高效、文化浓郁深厚、环境美丽
宜人、体制机制灵活的目标要求，
完成《神湾镇全域发展概念规划》
和《神湾特色旅游小镇规划》的编
制设计。加快金凤路升级改造等
跨镇道路建设，加速组团内部交
通路网的互联互通。放大神湾优
质生态旅游资源优势，有效整合
并串联起南部四镇旅游亮点，规
划推介好“两天一夜”旅游线路，
进一步打造生态休闲旅游集聚
区，通过组团发展的方式，加快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

加快优质项目落地，建设“创新”神湾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
略以来，神湾镇行动快速，主动作
为，在神湾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打造一批示范标杆性新农
村，以此带动全镇乡村的新一轮
发展。为做好相关工作，神湾镇主
要从以下几点着力：

一是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贯彻省市统一部署，推动
实施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大力整治软弱涣散村
党组织，实施基层党组织“头雁”
工程，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
伍建设，从严监督考核基层党组
织书记，抓好村（居）干部践诺履
诺，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
现神湾全面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
保证。二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深
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衔接落实

好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和政
策，充分利用农村集体资产监管
和交易管理平台，实现农村集体

“三资”保值增值，增加农民财产
性收入。加大对乡村振兴的资金
支持，形成财政优先保障、社会积
极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格局，重点
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实行目
标、任务、资金、权责“四到位”。

三是大力发展富民兴村产
业。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进一
步调整优化乡村产业结构，以“一
村一品”为抓手，加快神湾菠萝国
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市千
亩改良示范基地建设，大力发展
特色优质高效绿色现代农业。推
进神湾禾虫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工
作，加大对地理标志产品、绿色食
品的宣传推介力度，提高市场竞

争力。利用“岭南优品”等平台，培
育一批电商企业，助推农产品网
上销售。推动特色农业与岭南水
乡文化、游艇旅游、乡村休闲游等
新兴产业深度融合，实现农业全
环节升级、全链条增值。

四是打造宜居美丽乡村。开
展移风易俗行动，培育文明乡风、
淳朴民风、良好家风。整合产业、
文化、旅游功能，加大对市级精品
村建设的投入力度，将竹排村打
造成一个独具水乡特色的样板示
范村。巩固提升创文、创卫成果，
大力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行
动，推进“厕所革命”、农村垃圾治
理、“三年绿化美化”提升等三项
整治，加快丫髻山森林公园和竹
排湿地公园建设，不断提升农村
宜居水平。

无论什么时候，聚焦民生贴
近民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都是执政为民的体现。近年来，神
湾镇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
理格局上走出坚实一步，并取得
不少效果。

近年来，神湾镇不断加大财
政民生投入，把惠民实事办到群
众的心坎上，把群众最关心、最期
盼的实事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
好。在实际工作中，持续推进市镇

“十件民生实事”落实，进一步抓
好健康城市建设、食品安全保障、
创业就业促进、环境整治和水体

改善等重点民生工程。在充分利
用村（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及网格
化管理服务功能的基础上，进一
步发挥镇商会、个私协、青企协等
群团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
引领带动广大群众参与到环境治
理、平安治理等社会治理工作。

与此同时，神湾镇还不断推进
慢病管理、妇幼人群健康保障等公
共卫生服务工作，为群众提供更为
优质公卫服务，保障群众健康。落
实多主体供应、多渠道完善的住房
保障制度，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稳
定发展。实施更为积极的就业创业

扶持政策，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提高社会救助水平，兜住民生
底线。要想增强群众的幸福指数，
就需要不断解决群众担心的事。神
湾镇通过强化安全意识，继续保持
安全生产各项指标均在市政府下
达的控制目标范围之内。为此，神
湾镇持续保持打防管控的高压态
势，发挥公安与综治系统联勤指挥
作用，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防控
体系建设，提升社会治安管理水
平，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及时化解
社会矛盾纠纷，坚决打赢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攻坚战。

随着神湾社会的不断发展，群众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夜幕下的神湾。

高标准建设的龙光天琅游艇会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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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多管齐下，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

多项措施并举为高质量发展谋势蓄力

奋勇争先 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