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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修双修”，”，让让城市更美好宜居城市更美好宜居
—— 我 市“ 城 市 双 修 ”试 点 工 作 推 进 情 况 略 记

本报记者 甘牧 文/图

爱心捐赠 增长见识

我市迎来今年首场降雪

自2017年10月12日我市召开千人规模的“双创
双修”动员大会以来，一场全城动员、全民参与、
全域行动的“双创双修”攻坚战在我市各个角落悄
然打响。

近日，记者从市城市规划局召开的我市城市
“双修”试点工作推进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得知，在市
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高位推动下，我市城市“双
修”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摸底排查 明确重点

2017年，我市通过调查摸底，完成了城市“双
修”评估工作。通过开展城市生态环境评估，市规
划部门对我市的城市山体、水系、湿地、绿地等自
然资源和生态空间开展了摸底调查，找出了生态问
题突出、急需修复的区域，并开展了城市建设调查
评估和规划实施评估，梳理了我市城市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历史文化保护及城市风貌方面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明确了城市修补的重点。

市规划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相关规划和评
估结果，确定了开展“城市双修”的地区和范围，
组织编制完成了《景德镇市生态修复专项规划》《景
德镇市城市修补专项规划》和《景德镇市总体城市
设计及风貌控制规划》。

我市明确了“城市双修”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将这一工作细化为具体的工程项目，建立了项目
库，明确了项目的位置、类型、数量、规模、完成
时间和阶段性目标，合理安排建设时序和资金，落

实实施主体，并重点推
进了 40 个有实效、有
影响、可示范的“城市
双修”项目，总投资规
模约人民币233亿元。

稳步推进2018年

“双修”工作

记者从市城市规划
局了解到，2018年，我
市“城市双修”工作将
初见成效，城市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条件
明显改善，人居环境质
量明显提升，城市山水
和文化特色风貌初显，
同时将增推一批有实
效、有影响、可示范的

“城市双修”项目 （初
拟32个）。

经过前期调研和多方征求意见、统筹谋划，围
绕“城市双修”工作并结合我市实际，2018年，我
市将重点推进整治建设“一带”（北起浯溪口，南至
航空小镇为主轴的昌江百里风光带，区域内有昌江
及其西河、南河、东河三条支流水系和五龙山、凤
凰山、旸府山、石埭山、龙塘山、南山等山体）、

“两城”（城市总体规划划定的约36平方公里范围的
老城，老城之外中心城区范围内约74平方公里的新
城），着力开展“六大专项行动”（包括山体生态修
复、水系生态治理、增加城区绿化在内的三大城市
生态修复行动和包含历史城区保护、补足基础设
施、提升城市风貌在内的三大城市功能修补行动）。

围绕“六大专项行动”工作，我市设立了相应
的六个责任工作组，分别由副指挥长担任组长，责
任单位主要负责人为副组长，负责调度督办项目实
施、明确细化工作责任、督导考评项目实施责任单
位。

2018年，我市“城市双修”将进一步落实“双
创双修”项目，以“重点突破、系统推进、彰显特
色、注重实施”为总体工作思路，科学谋划，按重
点工程精品化、重点项目精细化要求推进项目实
施，保持高质量建设、高效率推进，确保成效。我
市还将继续加大相关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扩
大宣传覆盖面和渗透力，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宣传

“双创双修”的重大意义、主要任务、政策措施，在

全市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保证全民携手齐参与，
达到政府、企业、社会多赢的局面。

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传承悠久陶瓷文化

为了有效地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我市积极抢抓
政策机遇，按照“征收谁、服务谁、改变谁、造福
谁”的理念，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得到了省
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和群众的支持理解，打造了
景德镇的征收工作品牌。抢抓政策机遇，加大了棚
户区的改造力度，这是我市近两年努力的“重头
戏”。两年来，我市完成了近2万户、近200万平米
的改造任务，比“十二五”期间的总和还要翻一
番。在打击“两违”方面，我市将持续保持严打态
势，力争用3年的时间，将存量违法建设全部拆除
到位。

景德镇名扬海内外。为保护悠久的陶瓷历史文
化，我市采取保护陶瓷工业遗存与复兴城市文化功
能并举的措施，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契机，对老
街区、老厂区和老窑址实施了“点、线、面”的立
体控制和保护，按照“修旧如旧、原地保护”的要
求，重点对御窑厂遗址周边的老街区进行保护性修
缮，提升周边环境质量，彰显文化遗产魅力。我市
还逐步实施老城区更新改造，对明清窑作群等一批
古窑遗址进行了保护性修缮，一批老工厂得到就地
保护性改造，生产线退城进郊。

在今后的“城市双修”工作中，我市将继续加
强组织领导，优化定期协调推进机制，继续全面负
责“城市双修”工作的组织协调，并在每年年度财
政计划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该项工作。同
时，我市还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大力推行 PPP 模
式，实现投资主体社会化、多元化，积极推进“城
市双修”工作。

我市将继续优化管理机制，建立政府主导、部
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协调推进机制，共同保障“城
市双修”工作的顺利进行，并把“城市双修”理念
从中心城区向全市各区域逐步推开，推动城乡联
动、城乡一体。

“‘双创双修’，修复的不仅是生态，修补的不
仅是城市功能，更修补了广大市民的民心，修复了
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通过推进‘双创双修’工作，
我们将充分发掘和利用好景德镇自身的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品牌价值，向世界展示景德镇的独特魅
力，打造一座与世界对话的城市，建设富裕美丽幸
福现代化江西的景德镇样本。”市“双创双修”工作
指挥部城市双修组常务副组长、市城市规划局副局
长江景芳告诉记者。

【背景资料】生态修复与城市修补（简称“双修”）是治理“城市病”、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行动，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足城市短板
的客观需要，是城市转型发展方式的重要标志。2017年3月，我市被国家住建部列为第二批城市“双修”试点城市，为期2年。

2018年元旦前，景德镇陶瓷大学
爱心社青年志愿者协会一行40余人
走进市社会福利中心，给孩子和老人
带去了冬日的温暖。志愿者们自主分
组，把院子内装修残留的瓦片和垃圾
清理干净；与老人们聊天，一起唱红
歌，老人脸上绽开了笑容；陪小朋友
玩耍，为他们讲故事，教他们唱儿歌
……

据了解，“爱心敬老”活动自爱
心社成立以来一直持续至今，爱心社
成立近25年，关爱空巢老人也历经
二十余载。每学期，爱心社志愿者社
团都会走进福利院或敬老院，给老人
们送去温暖。

1993年5月，景德镇陶瓷大学正
式成立爱心社青年志愿者协会，成为
与北京大学爱心社同时期成立的全国
高校第一批青年志愿者组织。自成立
以来，该社用实际行动弘扬志愿精
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队伍也在不
断壮大。截至2017年9月，该社共有
在校社员 1830余人，校外名誉社员
500余人，迄今已有6400余名青年参
与了爱心社的1350余次志愿者服务活
动，多次获得校级、市级、省级荣
誉。

多年来，该协会相继开展了捐
赠、清洗眼镜、义卖等多种形式的志
愿服务项目，切实帮助身边的同学。
2013年，该社就被确定为景德镇陶瓷
大学大学生党员党性锻炼基地，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7年
成立党支部，通过大学生党员志愿服
务行动，弘扬“雷锋精神”，用爱感
染瓷都，影响江西。

与此同时，爱心社的志愿服务也
走出校园，深入我市各个角落。该社
还于 2014 至 2016 年间，多次开展

“关爱留守儿童，助力教育精准扶
贫”活动，走访了浮梁县湘湖镇20
余户留守儿童家庭，为他们辅导课
业、拓展素质，进行亲情陪伴，并开
展安全、心理和自护教育。

除此之外，在迈向社会的志愿服
务活动中，爱心义务家教、爱心支
教、携“景德镇防弹团”清理南河、

“大手拉小手”免费午餐计划等活动
都得到了广泛赞誉。其中，“爱心义
务家教”于 2003 年 10 月正式启动，
迄今已有1700余名爱心社团员参与其
中，对全市800余名小学生进行了课
业辅导，累计家教课时量达16000小时；“大手拉小手”
免费午餐计划，为三桥小学的13名留守儿童募捐爱心午
餐善款6600余元；从2004年至今，爱心支教活动也一
直在坚持，13年来，大概有860名爱心社志愿者参与其
中。

爱心社自成立以来，通过一件件平凡的小事，让雷
锋精神在新的时代继续得到弘扬，引领大家共同为社
会、为国家做贡献，成为了一面鲜红的旗帜。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朱定
文 文/图） 1月9日，大山深处的
乐平市礼林镇洄田小学举行了

“洄田小学春天多媒体电教室和春
芽阅览室捐赠仪式”。来自深圳狮
子会簕杜鹃服务队的爱心人士在
捐资建成的春天多媒体电教室
内，指导该校学生使用互联网进
行学习。

为帮助农村小学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让大山里的孩子能够多
读书、读好书，有机会与外界沟
通，了解外面的精彩世界，来自
深圳狮子会簕杜鹃服务队的爱心
人士向乐平市礼林镇洄田小学捐
资建造了价值12万余元的春天多
媒体电教室和春芽阅览室，为该
校学生提供了一种学习新知识、
增长新见识、了解新世界的新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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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雷玄肆 记者 甘牧） 1月 7日晚至8日上
午，我市北部山区迎来了今年首场降雪。

1月7日晚至8日上午，受北方较强冷空气影响，我
市部分地区出现冰粒或雨夹雪，浮梁北部出现小雪，这
是今年以来我市的首场降雪。8日晚，低温雨雪天气过
程结束转为晴天，早晚气温低，8日全市最低气温降至-
2至-4℃，其中，浮梁北部的西湖、蛟潭胡宅村最低气
温降至-5.4℃。

对于此次低温阴雨雪天气过程，市气象台在几天前
就做出了较为准确的预报，并通过多种媒介进行了发布
传播。全市各部门紧急行动，采取了有效应对措施，低
温雨雪天气未对交通和市民生活、出行造成影响。

气象专家提醒广大市民，预计未来3天受偏北气流
控制，全市将维持晴冷天气，最低气温大部地区将达
到-2℃至-3℃，浮梁部分山区将降至-5℃至-6℃，请广
大市民注意防寒保暖和出行安全，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
施，防止发生冻害。

改造后的宝石公园改造后的宝石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