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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废品收购站的
消防安全工作，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
火灾事故发生，确保辖区消防安全形势
稳定，近日，曲江大塘镇专职消防队联合
辖区派出所及特警大队开展废品收购站
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检查中，检查人员认真查看每一个
废品收购站的特许经营证件和废品收购
登记台账，重点对是否详细登记废品站
内收购物品的数量、来源和种类，是否存
在收赃、销赃等违法行为进行核查。对
检查中存 在 的 从 业 人 员 法 律 意 识 不
强、废品收购登记不全、不符合场所设
置规范、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等问题，
检查人员现场提出具体整改措施并进
行法律宣传教育；对业主收购点内回
收的废旧煤气罐等易燃物品摆放是否
按要求进行检查，对不符合要求、存在
物品混搭乱放、易燃物品乱堆乱放等
隐患，检查人员当场要求废 品 收 购 站
责任人进行整改，并督促收购站经营
人 员 务 必 要 加 强 自 身 消 防 安 全 管 理
意 识 ，及 时 消 除 火 灾 隐 患 ，确 保 消 防
安全；对将房屋租赁给废品回收点的
房东加强教育引导；对在限期内未清
理的，则采取联合执法行动，做到“零
容忍”。检查组要求业主严格按照相
关 规 定 合 法 经 营 ，落 实 各 项 规 章 制
度 ；发 现 有 可 疑 物 品 、可 疑 人 员 要 及
时向派出所报告；严禁从事收购赃物、
销赃等违法犯罪活动。

通过检查，强化了商户的安全意识
与安全素养，为居民创造了安全和谐的
社会环境。 通讯员 杨玉梅

《韶关市曲江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于近日正式发布，内容涵盖基
础设施建设、生态安全屏障、生态产业、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民生
保障五大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等多个方
面。“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的重大项目
102 项，估算总投资 628.14 亿元，“十四
五”期间投资 392.01亿元。

实现区域交通一体化
加快建成韶关南交通枢纽中心

根据曲江“十四五”规划，在“十四
五”期间，继续实施交通强区战略，融入
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基础设施工程规划建设 26项，估算总
投资 200.2亿元，“十四五”期间计划投资
114.9亿元。

大力发展临港经济。发挥内河水运
优势，加快建设“韶关港乌石综合交通枢
纽”项目，依托北江航道构建形成“一轴、
双核、两翼、六区”枢纽功能空间布局。
加快“白土港区”项目建设，填补韶关港
通过能力缺口。利用港口、码头及岸线
资源优势，推进大坑口货运码头、北江水
上绿色综合服务区项目建设，促进临港
经济发展。

构建快捷交通微循环。加强与周边
地区的快捷便利联系，加快马坝枢纽、韶
州互通等高速互通建设，通过高速公路、
国省道路实现与粤港澳大湾区、韶（关）
赣（州）郴（州）红三角地区的快速互联互
通。大力推进韶关南出口至禅关连接
线、G240线凯旋城至 S248线彩虹门连接
线等市政道路建设，构建通畅的交通微
循环体系。

完善城乡公路，打造“出行易”。持

续推进G106线、G240线、S521线、S292线
等国省干线项目，加强镇街、产业基地、
景区、矿区覆盖密度，开展G240线“社主
至韶关南出口段”“曲中至乐广乌石出口
段”“乐广乌石出口至英德交界段”及
S521 线“沙溪至乌石段”共 49.8 公里改
造，打造高品质国省道干线网。对农村
公路网提档升级，实施“单改双”“四升
三”“畅返不畅”等外路改造项目。推进

“大塘塘口至枫湾笔架山旅游公路”“马
坝杨屋桥至乌石电厂改造工程”，推动景
点与美丽乡村、特色小镇串珠成链、连线
成片，构建“快进慢游”旅游公路体系，促
成“出行易、路途美”交通旅游大融合。

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建设生态产业体系

曲江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
体经济上，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十四五”期间着力构建以生
态农业、绿色工业、全域旅游为主体的生
态产业体系，打造生态经济发展新标
杆。生态产业工程规划建设 33 项，估算
总投资 258.3亿元，“十四五”期间计划投
资 148.4亿元。

抓好“农”字文章，推进农业现代
化。打造大湾区“菜篮子、果盘子、米袋
子、茶罐子”，深入推进“一村一品、一镇
一业”。实施特色产业培育工程，做优做
强无公害蔬菜、柑、柚、白水蜜桃、葡萄、
南华李、罗坑茶等优质特色农产品供给，
支持以大塘—枫湾—小坑片蔬果、樟市
—罗坑片茶叶集聚发展。到 2025 年，促
成水稻播种面积 16.5 万亩、水果 8 万亩、
蔬菜 5.5 万亩、茶叶 1 万亩，生猪出栏量
50万头，家禽出栏量 1250万羽。建立特
色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新认证一批“三

品一标”农产品。到 2025年，全区大湾区
“菜篮子”生产基地达到 15家以上，“粤字
号”农业品牌农产品 35 个、绿色食品 10
个、农产品地理标志 5个、全国名特优新
产品名录 5个。

抓绿色工业，建韶关工业高质量发
展主战场。围绕省打造“双十”产业集
群，加快实施制造业“立柱强链”工程，着
力打造钢铁及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电子
信息（含 5G）、有色金属、纺织服装、食品
饮料产业高端化发展，力争到“十四五”
期末，全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市三分之一
以上。强化韶钢智慧集控建设和资源综
合利用，建设韶关曲江 500万吨废钢综合
利用基地。力争到 2025 年，钢铁产业产
值达 500亿元。积极引进和培育一批 5G
相关的研发制造企业以及数字经济企
业，力争到 2025年，全区电子信息产业产
值超 10亿元。大力发展铜硫选矿等有色
深加工产品，力争到 2025年，有色金属产
业产值超 10亿元。鼓励推广应用洁净开
采与利用技术、矿山生态修复恢复治理、

“三废”综合利用技术，提高有色金属矿
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打造国家级绿
色矿山。积极打造曲江食品饮料产业
园，力争到 2025年，食品饮料产业产值达
到 50亿元。

发挥综合交通优势
全面发展现代服务业

充分发挥曲江在全市的综合交通优
势，加快发展休闲旅游、商贸服务、电商
物流等现代服务业，致力将曲江打造成
为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休闲度假首选地以
及大湾区“后花园”“康养地”“体验场”。

全面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创建省级

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以禅宗文化、马坝
人—石峡遗址文化、九龄文化、温泉文
化、罗坑茶文化、樟市华侨文化为主的文
旅体产业发展格局。重点打造马坝至沙
溪特色文化旅游产业集群（马坝人遗址、
曹溪文化小镇、华家班赛车文旅小镇、
大宝山矿山公园等）、马坝至小坑森林
康养文体旅游产业集群（九龄公园、温
泉、百林湾、经律论文旅小镇等）、樟市
至罗坑生态康养农旅产业集群（华侨农
场、芦溪、罗坑大草原及茶园等）三大
文化体育旅游产业集群。加快完善“田
园风光·市民果园”“九龄故里·百里画
廊”2 条省级精品旅游线路和“红色展
如”和“红色龙岗”2 条红色旅游精品线
路的建设。“十四五”期间，实现旅游总
人数年均增长 10%以上，旅游总收入年
均增长 12%以上。

加快发展电商物流服务业。大力
发展港口物流、工业物流、商贸物流和
冷链物流服务业，推动水泥、钢材、矿
石、煤炭以及农副产品等大宗物资的运
输、交易、加工、金融等物流综合服务
业发展，打造成曲江经济开发区、华南
装备园等产业服务平台，建设以第三方
物流企业及供应链服务为主体的物流
产业集群。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菜
篮子”产品韶关配送中心等项目，打造
集“农产品、冷冻食品冷链仓储配送、
生产加工、中央厨房、农业电商、产品
溯源、质检平台、产品体验、信息管理”
于一体的现代冷链流通平台，促进粤北
农产品跨区域流通。

记者期待“善美韶关·风度曲江”在
接下来的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未来有
更加稳健、有序地发展。

特约记者 唐忠祥 通讯员 谭雪贵

本报讯 为强化教育教学管理，规范
教育教学行为，提升教育教学水平，近
日，曲江区教师发展中心中学教研室全
体教研员对罗坑学校进行教育教学工作
全面视导。

当日，视导组早早来到学校，从第一
节课开始，对语文、数学、英语等各学科
进行不打招呼随机听课和巡查学校的日
常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全面细致了解学
校的教育教学管理现状和课堂教学的整
体水平以及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课后
对教师进行一对一评课指导，根据老师
上课情况给予优秀、良好、中等的评价，
并随机检查了老师的教学设计、练习册
的批改、学生的笔记等情况。

视导组还听取了罗坑学校校长、教
导主任关于提升教学质量的情况汇报，
并给予指导。本次教学视导活动，在教
师发展中心有关领导的指导下，各个学
科组对今后课堂教学继续探索研究的方
向和方法有了更加明晰的规划和思考。
教师们表示，将以此次教学视导为契机，
进一步将教育教学常规管理工作做细做
实，推动教育教学工作上新台阶。

据了解，曲江区教师发展中心每学
期都分期分批深入到全区每一所学校进
行教育教学视导，为全区各校提供专业
引领，规范学校教育教学行为。

通讯员 黄春燕 陈巧

本报讯 如今，在曲江马坝镇的大街
小巷，随处可见戴着“红袖章”的治安联防
队员，入村居、走街巷，为群众化解矛盾纠
纷，他们的身影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自“红袖章”平安志愿者活动开展以
来，马坝镇积极组织志愿者参与活动，

“红袖章”们发挥平安建设宣传员、调解
员、信息员的作用，受到辖区群众的认可
和点赞。有困难找“红袖章”已成为辖区
居民的一种共识。府前社区一居民告诉
记者：“经常看到‘红袖章’在附近巡查，
有时候会过来帮我们检查消防安全设
备，让我们感到很安心。”

据了解，目前，马坝镇已组建镇、村
（社区）二级“红袖章”治安联防工作队
伍，镇级建立治安联防组织 1 个，人员
132 人；村（社区）建立治安联防组织 24
个，人员 494 人，其中党员 341 名。通过

“三个一”工作机制，开展新冠疫情防控、
矛盾纠纷化解、社会治安巡防等工作。

在重点时期及重大节假日，马坝镇

加大“红袖章”队员的巡防力度，安排“红
袖章”治安联防志愿者通过走街串巷、巡
村入户、明查暗访等方式，加强对重点部
位、复杂场所和重点人员的巡访，同时，
要求各村（社区）增加夜间巡防，并统一
配备警戒灯，提升“红袖章”治安联防公
众形象。

马坝镇城东社区“红袖章”治安联防
队队长钟辉介绍，“红袖章”是由党员、群
众、社区干部共同组成的队伍，每天都会
在辖区内开展巡查工作，有时候会到商
铺进行安全设施检查，并及时排解居民
的一些矛盾纠纷，从而提升群众的幸福
感、安全感。截至目前，马坝镇“红袖章”
治安联防队伍出动 500 余次，参与 2500
人次，参与安全防范宣传 280 余次，化解
矛盾纠纷 200 余起，提供线索 300 余条，
最大限度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
芽状态，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特约记者 唐忠祥
通讯员 李娜 杨诗琪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今年国庆“黄金周”，曲江旅
游市场秩序井然。据统计，全区共接待
游客 10.9 万人次，全区纳入监测的 A 级
以上景区及古驿道重点区域接待游客
9.58 万人次，景区旅游收入 354.64 万元。
无重大旅游服务质量投诉，无旅游安全
责任事故发生。

在做好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的前提下，曲江各重点景点景区迎来
客流高峰。曹溪文化小镇（含南华寺）共
接待游客 6.8 万人次。温泉养生游成为
外地游客热门游玩地，经律论文化旅游
小镇生意火爆，曲江温泉游接待游客近 2
万人次。研学游成新风尚，研学基地马
坝人遗址景区道路两旁悬挂了国旗和灯
笼，进门显眼位置设置了“迎国庆”打卡
点，景区内的马坝人博物馆推出《追求与
探索——文化名人的历史印记大型图片
展》，爱国主义教育氛围浓厚，吸引 2.6万
人次研学游玩；百林湾景区推出农耕文
化和客家文化体验，吸引市内自驾游、亲
子游市民前往体验和消费，接待游客近
6000人次。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旅
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游玩环境日益优
化，罗坑大草原、樟市芦溪天池、小坑镇
曹角湾古村落等成为曲江国庆乡村旅游
的热门地点，品尝特色农家菜、体验民
宿、露营、游泳、徒步等项目成为城市家
庭游的首选，乡村星级特色民宿更是“一
房难求”，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为推进 旅 游 促 消 费 ，曲 江 开 展 了
“老街记忆·茶韵温泉”曲江秋冬文旅

促 销 活 动 之 —— 曲 江 暖 心 温 泉 季 活
动。经律论文化旅游小镇推出“国庆出
行·游山玩水享秋色静好”国庆节专属
优惠活动，举办“感恩节夜市”小活动，
丰富游客的消费体验。曹溪温泉度假
村景区、大塘镇汤溪温泉街严格落实

“预约、限流、错峰”要求，景区及部分

经营单位对提前线上预约游客提供住
宿 9 折优惠。优惠活动有力地促进了
旅游市场消费。

为不断丰富假日文化和旅游产品供
给，营造良好节日氛围，曲江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了多种形式
文化活动，祝福祖国快闪、“我心向党共

庆同绘”亲子书画活动、“请党放心·强
国有我”青少年诗歌朗诵活动、未成年人
心理辅导讲座等活动丰富市民群众和少
年儿童的假日生活，吸引线上线下 1.5万
人次参与。

特约记者 唐忠祥
通讯员 曹海弘 摄影报道

近日，记者了解到，曲江区各 A 级

景区、星级酒店纷纷为 60 岁以上全程

接种新冠疫苗人群推出门票减免、打

折、免茶位费等多种惠民活动（如上

图），助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经律论文

化旅游小镇推出 60 岁以上全程接种疫

苗人群免费进入天禅谷景区游玩优

惠；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百林湾为 60

岁以上全程接种疫苗老人实行门票优

惠；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及星级酒店

曹溪温泉度假村免收 60 岁以上全程接

种疫苗人群茶位服务费。

曲江区文广旅体局提示，60 岁以

上已全程接种新冠疫苗的市民群众享

受优惠活动时，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和

带有接种新冠疫苗记录的健康码。

特约记者 唐忠祥 通讯员 曹海弘 摄

曲江“十四五”规划出炉

将建设重大项目102项
曲江教师发展中心

组织开展教育教学视导

推动教育教学
工作上新台阶

国庆假期接待游客逾10万人次

大塘镇集中整治
废品收购站

加强安全管理 消除火灾隐患

处处“红袖章”时时保平安马坝镇全力构筑
社会治理新格局

“红袖章”为社区居民发放宣传资料。

曲江文化旅游业复苏态势喜人

游客在景区游玩游客在景区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