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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 山 区 多 管 齐 下 助 力 “ 双 创 双 修 ” 侧 记

本报记者 甘牧 文/图

自我市开展“双创双修”工作以来，珠山区按照
市委市政府“双创双修”工作动员大会的精神要求，
根据区委区政府相关工作部署，结合实际情况，对全
区“双创双修”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助力全市“双创

双修”工作。

积极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珠山区将重点打造昌江百里
风光带珠山片区，这一地段北起浮梁大桥，南至白鹭
大桥，重点是山体修复、水系保护、景观节点打造及
周边农村环境改造。工程包括观音阁文化保护片区提
升工程：昌江青塘段、洋湖段、中渡口段码头景观改
造工程；配合市相关单位推进凤凰山及周边环境修
复、马鞍山风貌提升与生态修复等一批山体生态修复
工程；南河生态修复工程；三宝瓷谷水系改造项目以
及三宝和银坑片区小型污水处理站等一系列项目。

三宝国际瓷谷打造工程是该区的重点推进项目，
工程以三宝路、三宝溪为主线，串联沿途古窑、古
矿、古作坊等文化资源，融合周边乡邻、田园、山林
等生态优势，实施道路改造、河道改造、房屋立面改
造、景观建设、基地建设等系列建设，建成集乡村风
情休闲区、陶瓷文化集聚区、山地生态养生度假区于
一体的国家5A级陶瓷文化旅游基地。

该区还将加快推进珠山新区建设工程，加强自然
生态保护和修复，完善新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做
到产城融合，打造一个集商贸、总部经济、物流、金
融、商住于一体的城市商贸综合体。

逐步完善市政路网和基础设施

为优化城市主次干道布局，着重解决城区道路
“东西不通，南北不畅”以及东市区道路拥堵问题，
珠山区将实施一批城市主次干道改造、断头路打通工
程。

东片区道路改造工程PPP项目是该区一项重点工
程，由景德大道东延段道路改造项目、瓷都东大门综
合改造项目和何家桥路改造延伸工程建设项目等三个

子项目组成。工程内容涉及道路、桥涵、堤岸、
照明、交通、绿化（含绿化提升改造）及管线等
一系列工程。目前，景德大道东延段道路改造项
目和何家桥路改造延伸工程建设项目正在进行地
下综合管廊建设施工，该工程已经接近尾声。瓷
都东大门综合改造项目已于12月3日正式开工建
设。

该区还将配合市相关单位，实施通站路、童
宾路、戴家弄路延伸等老城区一系列断头路的打
通工程和实施新厂路、朝阳路等城市街区立面综
合改造工程。

为给市民生活创造便利，该区还将完善和加
快推进各种便民服务设施的规划建设，建设好陶
阳学校、陶新小学等学校、幼儿园及农贸市场改
造等服务设施，实施樊家井仿古街区“三化”建
设、老鸦滩等老城区提升改造工程，对景东大道
公路桥（瓷源路口段）、景德大道公路桥（南河
小区段） 等城区桥梁实施城区桥梁美化提升工
程。目前，景东大道（市规划局与瓷源路之间）铁路
桥和景德大道（南河小区段）公路桥已开工建设，昌
江大桥（桥东段）计划近期进场开工建设。

改造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和周边农村环境

珠山区将严格按照“水通、路平、灯亮、线齐、
墙美”的标准，在已完工的背街小巷改造过程中注重
了“家风家训”等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的宣传，在一些
老里弄里融入了瓷都的瓷文化特色元素，在一些新时
期形成的里弄小区改造中大力宣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等正能量元素。2018年计划将完成全区所有背街
小巷改造提升工程，重点打造好新村片区及东市区区
域内的一批特色里弄，实施一批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逐步完善社区给排水、环卫设施、道路、路灯、绿化
等基础设施建设。

东市区及新村片区背街小巷改造提升工程聘请了
中国美术设计院专家，对这一区域的里弄进行了规划
设计，工程设计方案论证通过后，将全面启动工程建
设工作。东市区改造提升工程包括东市区（景德大道

延伸线、何家桥路、东大门、朝阳路、新厂路等主干
道区域之间）的里弄改造。新村片区里弄改造提升工
程包括该片区“三纵三横”形成的田字块区域（昌江
大道、新村北路、珠山东路的“三纵”和新村西路、
新村中路、广场北路的“三横”） 的里弄改造。目
前，新村西路西区新区（金桂园至剪刀山路口）段已
开工建设。

此外，该区还将开展梨树园北苑、林荫小区、昌
盛小区、五龙山社区等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以及
三宝马鞍岭新村、新厂陶阳新村改造工程建设。

该区还将完善农村路网、水利、路灯、环卫、绿
化等基础设施，打造一批生态特色的新农村，提高农
村整体的生态水平和宜居环境水平。

目前，梨树园北苑改造工程和三宝马鞍岭新村、
新厂陶阳新村改造工程已开工建设。该区还将加大城
市公共绿地建设力度，不断拓展城市绿色空间，通过
提升改造老旧广场公园，完善道路绿化体系，重点抓
好公共绿地及拆墙透绿等建设工程以及人民广场、昌
江广场的改造提升工程，以全面提升城市绿化水平和
品位。

本报讯（朱侃悦 记者 余露）为
进一步推进高新区“双创双修”工作，
12 月 5 日，高新城管重拳出击打击

“两违”，利用机械设备对鲇鱼山镇金
桥村四处违建地基进行回填，分别为
金桥村安置地一处，面积约为 600平
米；高炉前村三处，面积为 450平米、
300平米和 200平米，拆除面积约为
1550平米。

据了解，鱼山一队在巡查时发现
四处抢建地基，执法人员责令违章户
对开挖的地基进行填埋，但违章户不
予配合，分局立即制定预案，利用机
械设备对该四处地基进行回填。

此次行动快速有力，成效明显，
坚决将违法建设遏制在了萌芽状态，
有效地震慑了当地偷建、抢建的不良
之风。

本报讯 （史惠惠 记者 周筠） 为积极响
应“双创双修”精神，12月5日上午，珠山区
昌河街道昌盛社区志愿者及计生协会人员在
辖区内开展国际志愿者日志愿服务活动，以

“保护环境，清洁家园”为主题，大力弘扬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活动得到了社区居民的自觉参与。志愿
者们手拿涂料、刷子、铲子等工具，对外墙
上、楼梯道内、道路上的小广告进行了清理。

本报讯（昌环
宣）为深入推进市
容环卫集中整治
行动和“双创双
修”创建工作，12
月 4日上午，昌江
区环卫局组织安
排 1 辆高压水枪
车，配合 10 余名
环卫工人，对昌南
大道、珠山西路路
段及其周边道路
的隔离护栏进行
了全面擦洗，使护
栏焕然一新，整洁
的护栏为城市容
貌增添了几分清
新靓丽。

本报讯（陈小娟 记者 甘牧）近日，为进
一步营造文明城市创建的浓厚氛围，珠山区太
白园街道落马桥社区积极贯彻落实上级要求，
在辖区里弄及居民小区等醒目位置，设置创文
明城市公益宣传牌以及市民文明公约和居民公
约，有力地增强了创建工作宣传氛围。

社区还通过辖区公共单位、商铺的 LED
显示屏，滚动播放创文明城市的有关标语和
口号，并利用辖区内的每一块宣传阵地，张
贴文明宣传画，进一步加大“双创双修”宣
传力度。通过这种形式，向居民宣传了家庭
邻里、公共场所、绿色文明等社会公德和文明
创建常识。

本报讯（鲍建琴 文/图） 12月5
日是第 32个国际志愿者日。当天，
浮梁公路分局志愿者在御旧中路开
展以“环境卫生整治、共建美丽浮
梁”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

为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大力
培育和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引导职工积极向上，该局把

“志愿服务”与“环境整治”工作
紧密结合，以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为依托，以推动志愿服务活动长
效化为目标。志愿者们利用工作间
隙，在浮梁县御旧中路开展环境卫

生整治活动。路边鲜艳的旗帜迎风
飘扬，处处忙碌着公路人的身影。
志愿者们不怕苦不怕累，人人热情
高涨，大家拿起扫帚清扫路面垃
圾，清除路边小广告，清运生活垃
圾。经过整治，御旧中路面貌焕然
一新。

该局一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以弘扬“文明和谐、扶弱济困、奉
献他人”为己任，积极推进志愿服
务活动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
用实际行动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
群众。

昌江环卫组织清洗护栏 浮梁公路分局

志愿者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活动

本报讯（王心娟 记者 吴立群）为进一步弘
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推进志
愿服务长效机制建设，12月5日上午，昌江区新
枫街道红旗社区组织志愿者在社区开展了志愿
者服务日活动。

活动中，社区志愿者、义务巡逻队成员简
单划分工作范围后，纷纷拿起铁锹、扫帚、铲
子等工具，轻车熟路地到各自安排的区域内清
扫，废弃的建筑和生活垃圾，哪怕是藏在花坛
里的一个烟头、一片纸屑也被一一清扫出来，
装进了垃圾袋。大家不怕脏不怕累，将生活垃
圾挑拣出来，再用铲子把建筑垃圾铲走，分工
明确，干得热火朝天，井然有序。大家用汗水
换来了辖区的干净整洁，得到了居民的一致好
评。

昌盛社区

红旗社区

开展志愿者服务日活动

高新城管拆除金桥村四处违建地基

开展创文明城市宣传活动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涂晓晨 梁星 记者 付裕）为
切实加强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预防和
减少辖区各类交通事故发生，消除交通安
全隐患，12月 4日中午，市交警二大队石
岭中队民警组织警力，在辖区西客站开展
辖区交通秩序大行动。

结合辖区实际情况，石岭中队民警利
用中午休息时间，在辖区西客站开展交通
秩序专项整治，重点对大货车禁行、微型
面包车私拆座椅、货车扬尘等交通违法行
为进行整治。13时许，一辆赣H31XXX的
面包车从瓷都大桥方向驶入西客站时被执
勤民警拦下，经检查，该驾驶人为方便运
送货品，私自将 7座的小车改成了 2座的

“厢式货车”，且该车被厚厚的泥土灰覆
盖，根本看不清后车牌。民警首先对该驾

驶人私自改装小车结构进行了教育和处
罚，其后，现场责令该车驾驶人将后车牌
擦洗干净，并将车辆恢复原貌后方可上路
行驶。同时，民警结合“122全国交通安
全宣传月”，始终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
合，在处罚交通违法之前，民警都会先对
违法驾驶人进行批评教育，让其认识到自
己的违法行为和违法的危险性，消除其抵
触情绪。

据统计，此次行动共检查过往机动车
辆 40余辆，开具现场简易程序 18起，其
中货车违禁 2 起，扬尘 4 起，超长载货 3
起，出租车违规上下客 4起，面包车人货
混装 5起。此次行动有效地净化辖区的道
路交通环境，保障了市民群众的出行交通安
全。

交警二大队

错时开展辖区交通秩序大整治

双创双修曝光台

昌江河畔的瓷都大桥下再次出现钓鱼平
台，影响城市环境。 （本报记者 付裕 摄）

三河淘宝村十字路口，时常有车辆停在路
旁，或有小商贩在路边摆摊，影响通行。

（本报记者 付裕 摄）

本报讯 （王瑾 记者 甘牧） 为弘扬“奉
献、友爱、互助”的志愿精神，12月 5日上
午，珠山区太白园街道西瓜洲社区组织辖区志
愿者开展了“关爱自然、爱护环境”的志愿者
服务活动。

本次活动共有 20多位志愿者参加，他们
在辖区各个路段清理垃圾。在清理垃圾的同
时，他们还向沿街店面及周边居民宣传环保理
念，将路边的机动车辆摆放整齐，号召大家一
起行动起来，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从你
我做起，为保护美好家园而努力。

开展志愿者日活动

西瓜洲社区

落马桥社区

整修一新的菱角居里弄。（本报记者 甘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