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有效巩固和提升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和环保治理
成果，进一步做好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积极创
建国家文明城市、卫生城市。日前，乐平市结合实
际，制定《乐平市“双创双修”工作方案》，大力推
进“双创双修”工作。并确立了坚持问题导向，认真
对标对表；坚持以人为本，完善城乡功能；坚持保护
优先，彰显乐平特色；坚持城乡一体，统筹同步推
进；坚持体制创新，实现标本兼治五大基本原则。围
绕总体目标，乐平市将工作重点锁定为统筹城区、乡
镇、村庄三大板块，总体布局“双创、双修”两大任
务，巩固提升“双治、双建”（环境整治、生态及社
会治理，新农村建设、重点项目建设）两大成果，全
力抓好“个十百千万工程”。

完善一个城乡规划体系

引进第三方调查评估，聘请高水平规划设计团
队，完善城市和乡镇总体规划、控制性规划和专项规
划。根据城乡规划一体化改革举措和“多规合一”试
点要求，及时形成《乐平市总体城市设计及风貌控制
规划》《乐平市生态修复专项规划》《乐平市城市修补
专项规划》《乐平市整洁美丽和谐宜居建设行动规
划》等规划成果，重点对城乡山体修复、水体修复、
绿地系统、市政设施、公共服务、交通路网、文化保
护、环境整治、生态及社会治理等方面进行研究和规
划，形成风格一致、互相衔接、操作性较强的规划体
系，为推进“双创双修”提供蓝图。

全力实施十大工程

突出修复生态、完善功能、提升品位、凸显特
色、形成风貌等重点，实施“十大工程”：以“一河
七水”为主轴，大力实施河体、山体、水体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以完善城市功能、提高承载能力、优化空
间布局、形成特色风貌为目标，全面实施完善基础设
施、创新城市经营、打造城市景观为主要内容的城市
功能修补工程。以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
点，抓好文明创建，移风易俗，文明新风创建工程。
按照卫生城市标准，抓好卫生环境改善工程，推进城
乡环卫一体化、供水一体化、治理一体化。以“功能
齐全、内涵丰富、生活便利、服务优化”为目标，继
续推进全市小集镇“133”工程，形成“一镇一品、
一镇一景、一镇一韵”特色。以建成“美丽城市、秀
美农村”为目标，大力开展绿化、亮化、美化、文化

“四化”工程。以整治工业园区“三废”、 农业面源
污染、扬尘渣土油烟噪音等污染为重点，全力巩固提
升环境保护整治工程成果。以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加强公共场所秩序整治、不断推进基层治理精细
化为抓手，全面启动社会治理创新工程。以提高城乡
教育、农村医疗卫生、便民服务水平为切入点，大力
开展公共服务升级工程。以优化城区交通路网、推进
农村道路建设和城乡公交一体化、规范交通秩序为重
点全面实施交通道路优化工程。

大力推进百个重点建设项目

围绕“双创双修”“双治双建”总体目标和具体
内容，包装 100个重点项目，筹措 100亿建设资金，
实行项目化管理、工程化推进，确保限时完成。为
此，该市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市委、市人大、市政

府、市政协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
为副组长的“双创双修”工作领导小
组，设立工作指挥部，下设专项工作
组，负责全市“双创双修”工作的组织
领导和具体工作落实。各乡镇（街道）、
各单位部门也要成立相应领导机构，协
调推进本单位、本部门“双创双修”工
作。强化工作标准。严格执行“双创双
修”项目建设标准，用“工匠精神”铸
就精品工程。坚持规划图、设计图、施
工图“三图合一”，规划、设计、建设

“三位一体”，建前示范、建中监理、建
后验收“三建同步”，做到精心规划、精
细设计、精致施工，使每一个“双创双
修”项目建设都实现精美呈现。加大资
金投入。积极争取发改、财政等部门的
支持，多渠道增加“双创双修”工程项
目投入。重视舆论引导。加大宣传力度，在本级相关
媒体开设“双创双修”专栏，实时跟进 “双创双
修”工作进展情况，介绍各地“双创双修”好的经验
做法。突出考核问责。切实加大督查考核力度，采取
每月定期督查、随机抽查暗访、重点事项专项督查和实
地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双创双修”工作进行全程跟
踪督查，督查考核结果定期通报。对工作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的单位和部门责任人进行严肃追责。

努力建成千个美丽村庄

坚持统一组织、统配定点、统管规划、统建项
目、统筹资金、统揽管护“六统”要求推进,积极开
展四级联创活动，确保三年内按布局美、设施美、卫
生美、绿化美、家风美“五美”标准创建 6000个美
丽示范农户，按精心规划设计、精细整治环境、精致
建设管理、精美打造景观、精准发展产业“五精”要
求创建 20个美丽示范村庄，以“村落连片、服务配

套，乡风文明、三生融合,各显特色、精美呈现”为
建设模式，按规划全域化、设施现代化、环境洁美
化、乡风文明化、产业特色化“五化”目标，创建
17个美丽示范乡镇，积极创建美丽示范县。同时，
依托新农村建设三年“扫一遍”行动规划，以“七改
三网”基础设施建设及“8+4”公共服务配套建设为
重点，完成全市 1489个自然村新农村建设任务，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效载体。

着力实现三十万家庭和谐宜居

在城区重点突出“讲学习、讲文明、讲诚信、讲团
结、讲廉洁”，在农村注重引导“比小康建设、比夫妻和
睦、比孝敬老人、比乡亲互助、比遵纪守法”，广泛开展
文明家庭、平安家庭、绿色家庭、学习型家庭、廉洁型家
庭等“和谐家庭”创评活动，不断提升家庭成员综合素
质和文明程度，打好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
实现全市30万户家庭和谐、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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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一河秀 （乐安河及支流）、二城美 （保护性
修建修复老区、建齐新区）、三个边境形象 （十里岗
镇、名口镇、礼林镇）、五线整治 （新老 206 国道、
乐德线、乐弋线、乐鄱线、湘官线），重点打造十个
建制镇，100 个以上风俗乡村，基本实现生态更加优
良、功能比较齐备、条件显著改善、品位大幅提

升、风貌靓丽展现、文明程度较高等目标，初步建
成城乡环境更加宜居、居民生活更加舒适、内涵魅
力更加凸显、文化特色更加鲜明、广大群众更加满
意的赣东北明珠，力争到 2020 年与景德镇同步达到
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级“双修”试
点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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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双修

当前，我市正在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创建的落脚点就是“做文明人”和“建文
明城”。有的人说，一个城市“脏乱差”的源头
在 人 、 车 、 垃 圾 三 个 方 面 。 管 好 人 就 是 治

“差”，管好车就是治“乱”，管好垃圾就是治
“脏”。这样的说法是否准确暂且不论，但是，
把人、车、垃圾作为创建文明城市的“三个着
力点”不无道理。通过“双创双修”和城乡环
境大整治，进一步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提高
城市文明程度，让城市发生了根本变化。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要做文明人，做到文明
有礼。要以市民素养为重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建立健全公共
文明行为规范体系，将礼仪文明引导行动落实
到城市公共生活领域的每个具体场所，积极倡
导邻里之间的文明礼貌、和睦友善、守望相助
的文明新风。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要管好车，做到文明有
序。车辆日益增多是城市的重要特点，也是城
市秩序管理的一个难点。车辆管理重点是规范
有序，重点整治车辆违法违章，特别要加大各
类车辆乱停乱放的处罚力度，同时，还要大力
倡导机动车斑马线礼让行人、按序排队通行、
有序停放、文明使用车灯等，行人和非机动车
要各行其道、遵守信号等文明交通行为，通过
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发挥交通文明建设中的
示范引领作用。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还要管好垃圾，做到文
明有规。垃圾管理最能直观体现城市的管理水
平。垃圾管理的重点是垃圾的投放清运和清扫
保洁。相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彻底清理重
点区域的垃圾和废弃物，抓好窗口单位的环境
卫生，消除卫生死角，做好人群聚集区域的清
扫保洁工作。要在全市重要街道、地区、广场

等公共场所，对乱吐乱扔、乱涂乱贴小广告、
公共场所吸烟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教育；
要继续开展公共场所禁烟行动，倡导文明养宠
物，引导广大市民自觉践行社会公德、爱护公
共环境、维护市容市貌。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需要全市人民积极行动
起来，争创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让文明
之根常深，文明之树常青，文明之花常艳，文
明之景常缀。

争做文明市民 创建文明城市
段谱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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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5日上午，“街面秩序整治月”活动启动仪式
在市人民广场举行，市“双创双修”指挥部相关负责
人、各县（区、园区）负责人、市直机关工委、市公安
局、市城管执法局、交警支队、环卫作业公司组成千人
方阵参加了启动仪式。仪式结束后，记者跟随执法队伍
一起分赴各个整治点开展执法与曝光行动。

“您好，请把电动车停在停车区内！”在浙江路，珠
山区城管执法队正在街道周边进行执法，记者看到，执
法人员针对店外经营、非法小广告、违规户外广告、乱
吊乱挂、乱堆乱放现象进行集中整治，并在稳定当事人
情绪的同时，对现场的违规广告、乱堆乱放进行处理。

在珠山中路，两支健步走队伍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他们佩戴臂章，高举着旗帜，在珠山中路进行健步
走活动，向群众宣传环境卫生、交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
法规，让广大市民了解“双创双修”的意义，号召他们
配合并参与“双创双修”工作。他们用自身行动，带动
和影响身边的人爱护环境、文明交通，点滴凝聚正能
量。

在莲社北路，一支市容管理队伍也在沿街开展整治
行动，“您好，请把电动车停到停车位里。”在行动过程
中，他们不仅对市民进行劝导和宣传教育，还主动帮助
市民挪车，让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在广场北路，一支交警队伍正在整治沿街车辆乱停
乱放现象，在执法过程中，执法队伍按照疏堵结合的原
则，执法队通过强化违停拖移、违停贴单、短信劝离、
现场宣教等管理举措，引导和告知车辆进入，正规停车
场有序停放。

在迎宾大道，昌江区城管执法队针对店外经营、非
法小广告、违规户外广告、乱吊乱挂、乱堆乱放现象进
行集中整治，在整治过程中，坚持以“管教结合，依法
行政”为原则，执法过程中注意稳定商户们的情绪，向
他们说明法律法规依据，并按法定程序对经营工具进行
先行登记保存。

在瓷都大道，来自北京环卫的管理队伍也在对沿街
电动车乱停乱放行为进行整治。现场，北环工作人员对
乱停乱放的电动车主进行劝导和教育，对于找不到车主
的电动车，工作人员小心地将电动车抬进停车位内，还
市民一个干净整洁的道路。

在新都市场，高新区城管执法队也在针对沿街违规
占道经营、违规户外广告等现象进行整治，执法人员对
商家进行劝导和教育，并将现场违规占道物品等进行整
治清理。

本报讯（记者 周筠） 12月
5日上午，市中心城区“街面秩
序整治月”启动仪式在市人民
广场举行。市“双创双修”指
挥部城区环境组将针对门前三
包、占道经营、乱吊乱挂、交
通秩序、环境卫生等十个方面
开展专项整治，为期一个月。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
“双创双修”指挥部副指挥长闫
浩宣布“街面秩序整治月”活
动正式启动。

何军威在仪式上说，此次
“街面秩序整治月”活动旨在动
员全市人民，集中使用全市执
法力量，对城市管理中的难
点、焦点、痛点、差点进行逐
项整治，逐项提升。“街面秩序
整治月”活动是市“双创双
修”指挥部城区环境组系列整
治活动的第一个活动，集中整
治经营乱象、交通乱象、市容
乱象等老百姓关注的城市顽
疾，希望各单位各部门形成合
力，集团作战，共同打响“双
创双修”攻坚战的第一枪。

“街面秩序整治月”活动分
为门前三包、占道经营、乱吊
乱挂、静态停车、文明交通、
蓝皮棚整治、清理道路两边障
碍物、乱晾晒、环境卫生、“健
步走”等十个方面。市“双创
双修”指挥部宣传教育组也将
联合全市媒体同步开展“街面
秩序整治主题宣传月”活动，
通过整治+曝光+教育的方式，
激发全社会支持创建、监督创
建、参与创建的热情，形成全
城动员、全民参与、全域行动
的浓厚氛围。

市“双创双修”指挥部相
关负责人、各县 （区、园区）
负责人、市直机关工委、市公
安局、市城管执法局、交警支
队、环卫作业公司组成千人方
阵参加了启动仪式。仪式结束
后，执法队伍联合媒体记者分
赴各个整治点开展执法与曝光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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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面秩序整治月”全市
上下掀起“秩序整治”热潮

瓷都晚报记者 余乐进

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