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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致富，先修路。实现乡村振兴，交通必须先行。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农村公路发展作出
重要指示，要求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习近
平指出，交通运输部等有关部门和各地区要认真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对建设农村公路重要意义的认
识，聚焦突出问题，完善政策机制，既要把农村公路建
好，更要管好、护好、运营好，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为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日前，本报记
者就我市交通部门如何推进乡村振兴，有何思路和举
措，采访了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余锡盆。

本报记者 何淼 通讯员 胡琼虹

■我市农村公路发
展规划已完成送审稿

记者：为贯彻落实乡村振
兴的重要战略部署，市交通运
输局做了哪些重点工作？

余锡盆：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
农村路”重要批示指示精神，
为农村公路工作指明了方向，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
农村公路的高度重视和殷切
希望。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站在实施乡村振兴、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高度，推进“四

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努力
让人民群众出行更满意。

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的
重要战略部署，我局高度重
视，正在组织编制《中山市农
村公路发展规划》,《规划》提出
未来一段时期建设农村公路
的发展目标及规划布局，明确

“四好农村路”建设的主要任
务和措施，旨在使全市农村公
路建管养运工作健康有序发
展，服务乡村振兴。《规划》编
制工作已全面开展，去年11月
启动调研工作，目前已完成送
审稿。同时，我局编制完成

《2019 年-2020 年“四好农村
路”规划建设方案》，建立四好
农村路项目库，并研究制定
《中山市加快推进“四好农村
路”建设的政策措施研究》和
《中山市关于加快推进“四好
农村路”建设的实施方案》，为
四好农村路的建设做好政策、
机制保障。

■推进“四好农村
路”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我市农村公路的现
状和存在问题？

余锡盆：关于“四好农村
路”建设工作，我市已先行一
步。2015 年-2016 年，我市大
力推动群众出行“最后一公
里”畅通工程，全市完成村级
公路 1444 条，总里程 608 公
里，建设总里程为前十年的工
作量之和，共有22个镇区、176
个行政村，村民80多万人直接
受益。

2016年以来，我局对直接
管养的 12条共 147公里地方
公路县道的小修保养、保洁及
巡查实行建库包干管理。近年
来，大力推进地方公路养护大
修工程。大力整治农村公路路
域环境，全面清理路域范围内

的草堆、粪堆、垃圾堆和无关
的标志标牌等。全面摸查农村
公路危旧桥情况并推进改造
加固或拆除重建工作，到2020
年，县、乡道安全隐患治理率
基本达到 100%，农村公路危
桥隐患基本消除。

在农村公路运营方面，全
市实施公交“一盘棋”战略，全
面推动我市公交城乡一体化
发展；于2011年底实现全市行
政村客运通达率 100%、行政
村候车亭覆盖率 100%。全市
约30处公路货运站场（物流园
区/中心），主要分布在北部，
南部相对较少。

在省交通运输厅、省公路
事务中心的正确领导下，我市

“四好农村路”工作取得了阶
段性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
问题急需解决。特别是路况水
平问题，2017年我市农村公路
等级比例 98.6%，仍有一部分
等外公路；沥青、水泥混凝土
铺装率 96%，仍有部分砂石、
渣石路面存在，尚未达到全国
领先水平。

■到2030年全市农
村公路里程达3930公里

记者：下一步推进乡村振

兴的目标和计划有哪些？
余锡盆：根据中山市乡村

振兴战略目标任务及广东省
农村公路发展目标，进一步明
确中山市农村公路发展的目
标任务。即到 2020年，农村公
路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交通
发展目标。到 2022年，农村公
路发展取得显著成效，适应乡
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要
求。到 2027年，农村公路发展
实现根本改变，适应农村农业
现代化要求。到 2035年，全面
形成互联互通、安全便捷、舒
适美丽的农村公路网络体系，
有力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取得
决定性进展，有力支撑我省基
本实现现代化目标。

接下来，我市将进一步优
化完善农村公路网布局。根据
农村公路发展现状及发展目
标，确定农村公路路网规模，
初步规划，到2030年农村公路
里程约3930公里。其中规划县
道里程约337公里，占比8.6%；
乡道约1702公里，占比43.5%；
村道约1876公里，占比47.9%。
等级配置方面，对县道、乡道、
村道的设计速度、车道数及红
线宽度等提出控制标准建议。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
——乡村振兴在行动·“一把手”访谈

建设“四好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
——专访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余锡盆

我省召开加强非洲
猪瘟防控工作电视会议

严格落实防控措施
保障节日猪肉供应

本报讯（记者 夏亮红）昨日下午，全省
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电视会议召开，副市
长袁永康以及市防控重大动物疫病应急指
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在中山分会场参加了
会议。

会议要求进一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
非洲猪瘟疫情做出的重要批示精神，深入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落实南方
六省非洲猪瘟防控座谈会、省委常委会会
议以及省政府常务会议工作部署，对防控
责任再明确、再压实，对防控工作进行再部
署、再强化。

会议强调，当前非洲猪瘟防控面临的形
势仍然十分严峻，防控工作极为紧迫，各地
各部门一定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明确责任、密切配合，坚决打赢非
洲猪瘟防控战，切实保障好春节前后猪肉市
场供应。

2018 年 我 市 重 点
项目圆满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

179个市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近560亿元

本报讯（记者 黄启艳 通讯员 李应
南）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局了解到，2018 年
我市 179 个市重点项目全年完成投资
559.2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00.1%，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42个省重点项目全年完成
投资 224.1亿元，年度投资首次突破 200亿
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32.3%，排名全省第
五位。

2018 年，面对诸多不利因素，在市委、
市政府的领导下，我市各区镇、各有关部
门通力协作、攻坚克难，实行市领导挂点
联系指导机制、重点项目亮灯预警机制、
重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机制等，修订出台
重点项目目标考核管理制度，全面加强项
目建设督导，积极为重点项目建设营造良
好环境，为全市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提供了
有力的保障。

去年的重点项目中，92 个续建项目全
年完成投资 357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07.4％，超任务目标 7.4个百分点。其中中
山市产业平台（坦洲园）、中山市木林森先
进 LED 封装生产智能化示范工厂建设项
目、完美华南基地工程、市政公园项目等项
目超额完成全年计划投资目标任务 20%以
上。15个计划投产项目中 13个项目已实现
投产，全年完成投资 49 亿元，完成年度计
划的 105.9％，超任务目标 5.9个百分点。72
个新开工项目中有 56个项目开工建设，全
年完成投资 153.2亿元，其中中山西环高速
公路（含小榄支线）、中顺大围福兴至石龙
堤段达标加固及河岸整治工程、翠亨新区
中山纪念小学等项目已完成全年计划投资
目标任务。

去年能源类重点项目投资表现抢
眼，共完成投资 40.2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
的 148.5%，超均衡进度 48.5 个百分点。与
2017 年同期相比，完成投资增加约 6.6 亿
元，同比增长 19.6%。另一大亮点之一是
服务业重点项目建设进度较快，完成投
资 约 207.6 亿 元 ，完 成 年 度 计 划 的
109.8%，提前 1 个月完成全年计划投资
目标任务。

日前，市人大代表与市民代表一起乘坐公交车，体验新开通线路。 本报记者 余兆宇 摄

大涌环保部门开展
节前安全检查

打击燃用高污染
燃料等行为

本报讯（记者 周蜜）临近春节，为切实
做好环境安全工作，日前市生态环境局大涌
分局开展锅炉突击检查行动，严厉打击锅炉
燃用高污染燃料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已
有一家企业的锅炉停产。

自 1月 24日起，市生态环境局大涌分局
联合安监分局开展锅炉专项执法检查行动，
期间出动检查人员 7人次，检查涉锅炉企业
13间，检查发现12间企业以生物质为燃料，1
间企业锅炉已停产。

专项行动中，执法人员督促企业加强锅
炉车间管理，切实按照要求燃用生物质燃
料，禁止燃用高污染燃料，要求企业做好环
境安全工作，加强治理设施检修，并向企业
派发了安全生产的信件，提醒企业严守环境
安全底线。

据悉，接下来市生态环境局大涌分局还
将对全镇锅炉开展全面检查排查，包括锅炉
燃料、污染物治理设施及环保手续等，一经
发现有违法行为的，一律按规定从严从重查
处并严格开展后督察检查，督促企业落实整
改措施。

1月 22日下午，从板芙镇
来市人民医院看病的陈伯，与
市民代表分享起他的乘车感
受。“K19路开通后，我们来人
民医院方便多了。”陈伯告诉
记者，自己已患病多年，几乎
每周都要到人民医院复诊一
次。K19路开通之前，只能乘
坐从途经板芙镇的 211 路公
交车，中途还需要到城南客运
站转乘 22路。“以前来一趟，
加上换乘等车时间，要接近两
个小时。”自从K19路开通后，
陈伯乘坐公交出行的时间节
省了近一半，“我现在从起点
站坐到终点站，不用换车，1个
小时就到了。”

当天参加活动的市民代
表谢金玲，也有相似的经历。

“我们退休后几乎就不开车了，
大家都是坐公交车出行。”居住
在城区，但几乎每月都要去三
乡会友的谢金玲说，早上 7点
在城区乘坐 216路到三乡，还

能赶上和朋友们一起喝早茶。
不久前，谢金玲夫妇到珠海旅
游，在中山乘坐 12路到珠海，
再换乘10路车到拱北口岸。由
于夫妻俩都已经年满60周岁，
全程不用花一分钱。

目前中山已经开通了多
少条大站快线？有多少条跨市
公交线路？在体验现场，市民
代表们纷纷发问。市公交集团
运营部经理黎联光表示，2018
年我市新开通了大站快车 3
条、常规公交线路 7条，优化
调整 20 条，新建港湾式停靠
站 14个，新建公交候车亭 20
个。其中开通珠海跨市线路
994路、开通广州南沙跨市线
路 980路。目前市公交集团共
运营公交线路 185 条。此外，
我市 2018 年持续加密班次 7
条，延长服务时间 2条。目前
城轨中山北站共有 20条公交
线路，中山港客运码头及中山
站各有9条公交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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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交将开通微信支付功能
市民代表点赞我市“完善公交设施”实施成效

本报记者 唐益

“完善公交设施”是2018年中山十件民生
实事之一。1月 22日下午，由新闻界市人大代
表程明盛带队，40多名市民代表来到市人民医
院公交枢纽站，体验今年新开通的K19路（市
人民医院——板芙深湾市场）大站快线公交
车。此次走访活动由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市人
大代表牵头，邀请市民代表一起参与。

记者了解到，2018年我市新开通大战快线
4条、新开通常规公交7条、优化调整公交线路
19条。同时，建成中山通电子虚拟卡和手机二
维码公交支付应用系统平台，乘坐公交车可实
现手机二维码支付并享受5折优惠。接下来，全
市公交车将在去年开通支付宝扫码支付的基
础上，推出微信扫码支付功能。

“我们平时不怎么用支付宝，
如果以后能开通微信二维码支付
就更好了。”市民代表陈小姐期
待，未来公交支付能更加便捷。

“我们都在倡导公交出行，
要把更多人引到公交车上来，线
路和班次还需要更加优化。”人
大代表程明盛说道，根据身边朋

友反馈，目前部分公交线路密度
还不够。“如果让我们等 10分钟
可以接受，但是等 20分钟、30分
钟，大家就会开始寻找其他交通
工具。”

在人大代表吕新军看来，城
市有多拥堵，市民对公交的期待
就有多高。吕新军建议，中山公

交可以参照广州经验，市内公交
线路统一价格、跨市公交根据情
况分段收费。“就我们目前的情
况来看，‘完善公交设施’这一项
投入放在技术上的多，放在便民
上的少。”他认为，要鼓励市民公
交出行，需要政府在“便民”上再
下功夫。

■开通大站快线，市民出行提速

■扫码乘车、免费WIFI覆盖，市民乘车体验上升

建成中山通电子虚拟卡和手
机二维码公交支付应用系统平台，
全市所有公交车实现手机二维码
支付乘车是“完善公交设施”民生
实事的具体建设内容之一。当天下
午，市人大代表及市民代表从市人
民医院公交枢纽站上车，体验二维
码乘车及车上的免费WIFI。

打开手机“支付宝”APP，选择
“城市服务”，点击“中山通电子交
通卡”，根据提示填写相关个人信
息，完成实名验证后，领取“中山通
电子交通卡”。当天下午，在市公交
集团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市民代表

陈小姐在两分钟内完成了领卡。跟
“中山通 IC卡”一样，二维码乘车
同样享受五折优惠。“以前乘坐公
交车出门，有时没带零钱，有时忘
记带公交卡，以后都不用担心这些
问题了。”陈小姐说道。

经常乘坐公交车的退休老
人陈兆群，一上车就打开手机，
给家人发送刚拍下的体验乘坐
公交的图片。陈兆群说，自己住
在凯茵新城，经常坐公交车到老
干中心参加活动，一个单程需要
大约1小时。自从公交免费WIFI
覆盖后，陈兆群常在乘坐公交车

期间打开朋友圈小视频，或是给
家人朋友发送图片。

据中山通公司运营总监罗
家星介绍，目前全市公交车已实
现扫码乘车功能。最新数据显
示，已有 91万用户领用中山通
电子交通卡，日均交易额约 13
万元。按照中山 300万常住人口
来就算，意味着每 3个人中就有
1人使用中山通电子交通卡。下
一步，微信等其它移动支付将接
入平台，实现扫微信二维码乘车
功能。此外，全市 2200多辆公交
车实现公交WiFi全覆盖。

■统一票价、加密班次，期待公交更便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