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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城管执法局

开展扬尘污染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扬尘污染专项整治行动

A3

我市加大投入推进重大水利项目建设

（发布单位：市双创双修工作指挥部宣传教育组、城区
环境组、市交警支队）

3月13日到3月19日多次违章车辆信息

序号 违法次数 车牌号 姓名 车品牌

1 11 赣HP6218 李超 北斗星牌

2 6 赣HE8011 汤斯林 荣威牌

3 5 赣H12H59 龚建华 雪佛兰牌

4 5 赣H35605 邹传芳 东风雪铁龙牌

5 5 赣HM1659 孙斌 比亚迪牌

6 5 赣H7N777 李炜 雪佛兰牌

7 4 赣H00573 刘珺 宝马

8 4 赣H05067 何爱云 大众汽车牌

9 4 赣H0N987 余有保 长安牌

10 4 赣H11156 邹建民 奥迪

11 4 赣H1L588 李任良 长安牌

12 4 赣H1S999 江涛 宝马牌

13 4 赣H2V688 王璐 奇瑞牌

14 4 赣HZ3701 朱荣福 北京现代牌

15 4 赣HS8296 熊克强 起亚牌

16 4 赣HS7978 谭治胜 昌河牌

17 4 赣HR9889 孙炳华 长安牌

18 4 赣HP3289 危小琴 长安牌

19 4 赣HN8896 胡俊 荣威牌

双创双修曝光台

中渡口浮桥西岸防洪堤洞内，地面坑洼不平，时常
有积水，影响通行。 （本报记者 付裕 摄）

防洪堤洞内积水，影响通行！

双创双修

扎实推进“双创双修”

以“新姿态”对话世界
王芳王芳

4月4日，市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
（扩大）会，强调要进一步做好“双创双修”工作，推
动陶瓷文化及其产业的传承、创新与发展。以实
际行动和成效确保习总书记的“坚持用新发展理
念引领发展行动”的重要要求在景德镇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以“新姿态”的文化地标对话世界。

自去年以来，“双创双修”工作已成为我市工
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市上下齐心协力，各职能部
门按照“双创双修”工作部署，围绕“一带两城十大
行动”，扎实推进生态修复、城市修补，补齐城市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扎实有序开展工作，
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市政公共设施修复
力度，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极大改善了我市的人
居环境。道路更宽了、路灯更亮了、街道更干净
了、公园更舒适了,瓷都百姓在“双创双修”中有了
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全面推进“双创双修”工作，准确地把握了千
年瓷都的城市特质，摸准了景德镇城市发展的脉
搏，鲜明地指出了我市的历史定位，凸显了区域特
色，抓住了发展核心，彰显了城市气魄，具有里程
碑的意义。它是对过去探索的继承和发展，也是
对已有思路的补充和完善，有利于提升城市竞争
力，有利于提振景德镇的“精气神”。

陶瓷是我国的伟大发明，陶瓷文化是中华民
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景德镇，
不仅创造了美轮美奂的陶瓷精品，而且孕育了博
大精深的陶瓷文化。当前，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已
经初步形成了文化“新姿态”。陶溪川、三宝瓷谷、
御窑景巷、名坊园等一批集文化产业、文化创意、
陶瓷旅游为一体的文旅综合体成为景德镇的新地
标。“景漂”“景归”这一城市文化新群体，已成为景
德镇靓丽的新景象。

在新世纪，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已逐
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陶瓷是中国与世界交流
的一张名片，我们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对传统陶瓷
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以更坚定的
文化自信、更理性的心态和担当精神参与世界文
化交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打造一座与世界
对话的城市，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的景
德镇样本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时代，我们牢记习总书记的“坚持用新发展
理念引领发展行动”的重要要求，做强陶瓷特色产
业，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陶瓷文化传
承保护与创新发展，充分彰显景德镇的独特魅
力。落实好总书记对御窑遗址保护的重要批示精
神，努力把陶瓷特色转化为发展优势, 进一步做
好“双创双修”工作, 以“新姿态”对话世界。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汪涛） 日前，市委
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市
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的通知》，提出2018年安排重
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8个，计划总投资50.46亿
元，本年度计划完成投资13亿元。

浯溪口水利枢纽工程总投资31.16亿元，本
年度计划完成投资1.52亿元，主要开展大坝主体
工程扫尾、移民安置、水库试蓄水等工作；老
南河片区、茶山片区防洪排涝设施建设总投资
7.2亿元，本年度计划完成投资5.6亿元。对老南
河片区新厂排涝站、老鸦滩排涝站、河道整
治、水系连通、排水管网等进行改造，新建湖

田南河河道两岸截污管。实施茶山片区西河防
洪堤、排水干渠疏浚、挡墙渗漏加固、截污干
管改造等项目；西河水系综合治理湿地二期暨
体育公园项目总投资2亿元，本年度计划完成投
资1.2亿元，占地1800余亩，主要建设内容为景
观园林及配套基础设施工程；景德镇市城市供
水水源（樟树坑）工程总投资1.8亿元，本年度
计划完成投资1.53亿元，建设规模为日供水35
万吨；乐平市农村自来水工程磻溪水厂设计规
模为日供水2.6万吨，总投资8000万元，本年度
计划完成投资3500万元，新建取水泵房、输水
管线、网格反应池、平流沉淀池、加矾加氯

间、普通快滤池、两座清水池、集水井、送水
泵房和生产管理房、配水管网等；乐平市南内
河治理项目总投资5亿元，本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2亿元，建设水质治理工程和绿化景观工程；乐
平市润泉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总投资1.5亿元，本
年度计划完成投资3000万元，改造供水管网总
长度为139千米；乐平市魁杨联圩除险加固工程
总投资 1 亿元，本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5000 万
元，加高加固堤防9.42千米，新建混凝土护坡2
千米，草皮护坡3千米，干砌石护岸1千米，填
塘固基1千米，抛石固脚200米，拆除重建灌溉
涵管6座、自排闸9座。

本报讯（黄慧 特约通讯员 胡雁卿 文/图）针对辖区内因道路维修、渣土运输、建筑施
工等引起的扬尘污染的现状，自4月8日开始，高新区城管执法局按照高新区党工委、管委
会的工作部署，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扬尘污染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净化大气环境。

扬尘污染专项整治行动中，该局抽调精干力量上路进行排查，并安排夜班执勤人员，对
发现的引发扬尘污染的违规行为进行集中整治：一是对违规处置渣土行为进行整治，要求
渣土运输企业开工前必须具备相应的开工条件并制定好运输计划，向该局申报渣土处置审
批手续，施工进出口须硬化，要配备高压冲洗设备与保洁人员，运输渣土过程中不得超高超
载撒漏，必须全程保洁降尘并保持车容整洁，按照规定的运输时间、线路运输，并在运输完
成后对运输路线进行全面冲洗；二是对不文明施工行为进行整治，要求施工单位在施工过
程中做到围挡作业、安装喷淋设施、进出口和施工场地主要道路实施混泥土硬化、配备保洁
人员和车辆冲洗设施等，做到文明施工、规范作业；三是对道路开挖、建筑物拆除、市政设
施、园林绿化等违规行为进行整治，要求道路开挖、建筑物拆除施工过程中，必须采取围挡
隔离、洒水降尘等措施，对施工产生的废弃物及时予以清理，要求市政设施、园林绿化必须
保持整洁完好，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修复破损道路和绿化设施。

市委老干部局

组织老干部看瓷都新变化组织老干部看瓷都新变化
本报讯（施老轩） 4月10日，市委老干部局组织30余名老干部赴珠山

区开展了“我看瓷都新变化”活动，老干部们通过参观考察，实地感受我
市“双创双修”工作启动以来城乡面貌发生的显著变化，引导动员老同志
身体力行、力所能及地参与到我市“双创双修”工作中。

老同志一行首先来到了实施异地迁建，并在“双创双修”中进一步打
造升级的景德镇市“百年名校”——竟成小学，看到优美的校园环境、崭
新的教学楼、功能齐全的教学设施设备，老同志纷纷点赞、一致点头认可。
随后，老同志一行来到作为市、区“双创双修”重点工程之一的陶阳新村，
看到经过重点改造后的房屋立面、主支干道和景观绿化带，纷纷表示陶阳新
村的建设不愧为推动我市“村城融合”一个典型样板。来到位于三宝国际瓷

谷的马鞍岭村，看到统一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以及新建的民宿、图书馆、停
车场等公共服务设施，老同志们感受到马鞍岭村作为全市首个乡村振兴“三
个三模式”试点单位展现出的新面貌、新气象、新活力。

老同志们边走、边看、边议，对市委书记钟志生提出的“抓环境就是
抓发展，抓发展就要抓环境”理念表示坚决拥护和大力支持，对我市近期

“双创双修”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果给予了高度赞扬。大家一致表示，将结
合自身实际，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全市“双创双休”工作中来，为进一步改
善瓷都城乡环境尽一份责任、一份义务，争当“双创双修”的宣传员、引
领员、监督员和践行者，为打造一座与世界对话的城市，奋力开创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景德镇篇章不断发挥余热、增添正能量。

本报讯 （胡妮娜 记者 查艳） 为提
升十八桥周边环境，打造城区良好市容
环境，近日，珠山区周路口城管执法中
队采用“公安+城管”联勤的形式，对城
区十八桥沿街店面“一店多招”、门头灯
箱及擅自张贴、悬挂的宣传广告进行集
中整治，坚决取缔辖区违规设置的广告
牌匾。

整治中，明确经营业主禁止设置活
动小灯箱广告；不得在建筑物屋顶设置
大型广告设施；严格控制电子显示屏广
告；严禁悬挂布幔、横幅、气球、广告

彩旗等乱扯乱挂现象，确需设置的，应按
批准的时间、地点设置。设置店招牌匾时
应遵照“一楼一线、一店一招、大小适
中、材质新颖、美观大方、安全牢固、蒙
汉文并用”的标准，必须与建筑立面平
行，无残缺及错别字、少字现象，色彩格
式符合街景要求，不得出现污损。

此次整治行动，城管中队采用分段
分点，每个点位配备一名公安人员的方
式，依法依规有力整治，绝不姑息，目
前累计整治破旧广告13处、一店两招9
处、违规广告17处。

本报讯 （记者 周筠） 为扎实开展
“双创双修”活动，进一步改善居民小区
楼道秩序，全力打造干净、整洁、优美
的居住环境。4月9日，珠山区新厂街道
新厂社区党支部组织社区党员、志愿者
来到樟树小区，对楼道内的杂物进行清
理。

樟树小区年龄偏大的住户居多，部
分居民不愿意将以前的老物件丢弃，便
堆放在楼道里，日积月累，杂物越来越
多，不仅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了不便，也
给居民的进出埋下了安全隐患。清理楼
道杂物刻不容缓，新厂社区在小区每个

单元口张贴清理通知书，然后挨家挨户
向居民宣传保持楼道整洁的重要性，做
到不漏楼、不漏户。对不愿配合清理的
居民，社区干部耐心细致地劝说，最终
得到了居民支持，并配合社区完成清理工
作，将自家需要的东西收纳到家中，对于
实在不需要的杂物集中统一清理清运。

此次行动，不仅增强了居民们爱护
公共环境的意识，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
境，还加强了居民文明行为教育，提高
了居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知晓率、参
与率，得到了社区居民的大力支持和一
致好评。

新厂社区

清理楼道杂物 改善社区环境

昌江广场十字路口，不少电动车和三轮车主无视交
通信号灯，越线等候或闯红灯。 （本报记者 付裕 摄）

无视交通信号灯，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