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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双修

冯冯 涛涛

本报记者 付裕 文/图

③③

自开展城乡环境大整治、“双创双修”工作
以来，我市城乡面貌发生巨变，街道路面净化美
化，绿色公园与日俱增，公共基础设施完善，工
程规划科学有序，市民文明素养日渐提升，城市
发展前景看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的核心是人，关
键是 12 个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
业，要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
心、更美好。”这一重要表述为我们城市建设、
城市治理明确了要求，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我市正在进行的“双创双修”，要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时刻关注、及时解
决民生问题，不断提高瓷都人民的幸福指数。住
宅小区是人们休憩、玩耍、生活、居住的主要场
所。住宅小区环境状况直接关系着居民的生活质
量，深深影响着“双创双修”的成效。着力打造
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的景德镇样本，奋力开
展“双创双修”工作，整治住宅小区乱象，把住
宅小区打造成“双创双修”的一张靓丽名片，让
人们生活得更加舒适温馨，是尤为必要、重要且
紧要。

随着城市“双创双修”的有力推进，在各街
道、社区的积极推动下，很多住宅小区环境大有
改观，但还不能说很理想，依然存在一些令人忧
虑的问题，甚至潜存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不
少住宅小区物业管理不到位、服务资质差，小区
内乱象横生，乱搭乱建乱围现象较多，原有的绿
化被清除，原有的公共空间被私人占有；垃圾分
类工作非常欠缺，垃圾清理清运很不及时，污物
杂物乱堆乱放、污水横流；随意披挂晾晒被褥衣
物，楼门口楼道间任意摆放杂物、停放电动车摩
托车等；宣传小广告随处乱贴，乱涂乱画到处可
见；汽车停放杂乱无序，停车矛盾时有发生；流
浪猫狗乱叼垃圾四处乱窜等。这些问题既有损小
区环境卫生，又危害人们健康安全，要引起高度
重视，迫切需要着手解决。

城市“双创双修”工作要由表及里，既要
“新面子”，又要“新里子”，全面树立“新形
象”，提升“新品位”。我们要把住宅小区打造成

“双创双修”的花园，成为一张靓丽的名片。
在打造靓丽的住宅小区中，一要加强宣传教

育。让人们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增强爱护小
区、建设小区、清洁小区、美化小区的自觉意识
和行为。二要加强管理服务。相关行政管理部门
要严把物业公司资质审核关，让有资质、有技能
的物业公司进驻小区，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
三要加强督查考核。小区要成立业主委员会，让
业主代表向社会各方反映业主意愿和要求，并监
督物业公司管理运作情况。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要
定期或不定期督查物业公司管理状况，对其考
核，如存在不足，力促其整改，整改不到位的，
取消其进驻小区管理资格。

打造靓丽的住宅小区

本报讯 （汪志萍 记者 甘牧 文/图）连日来，
珠山区太白园街道曙光村社区大力开展“双创双
修”宣传。社区组织志愿者上户向居民发放“双创
双修”宣传单，让更多居民明白“双创双修”是为大
家创造一个整洁、舒心的居住环境，并倡导居民积极
参与“双创双修”活动。同时，该社区还经常组织社
区干部、志愿者开展清扫、整治环境卫生活动。

4月11日，该社区又联合物业，开展了一次清
理小区楼道杂物的集中整治活动，得到了居民的支
持和踊跃参与。大家一起行动，将堆放在楼道的自
行车、电动车和其它杂物全部清除。物业公司将清
理出来的自行车和电动车锁入物业地下室，等业主
认领时进行教育宣传。

社区开展“双创双修”宣传

本报浮梁讯 （吴晓婷 特约
通讯员 汪圣林 ）浮梁县湘湖镇
按照“宜居、宜业、宜游”的要
求，修复自然生态，补齐民生短
板，提升文明程度，推动城乡环
境更加优美、城乡功能更加完
善、城乡治理更加有序、城乡生
活更加美好，全力扮靓瓷都东大
门，彰显小城镇魅力，使湘湖真
正成为县域经济绿色发展的样
板。

在“双创双修”工作中，该
镇围绕浮梁创建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县和国家园林县城目
标，重点打造好湘湖小城镇创
业新城和进坑宋瓷小镇，着力
实施“十大项目”工程，即生
态文明、园林乡镇、山体修
复、水体治理、绿地完善、基
础设施、改善出行、历史文
化、城镇风貌、环境治理。按
照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县指标 （修订）》，以生态乡
（镇）创建为基础，大力实施生
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林
业、生态家园、生态旅游和生
态文化六大工程；精心打造园
林乡镇，加大镇域内园林绿化
建设的投入，提高园林绿化管
养水平和品位；采取积极措施修
复受损山体，恢复自然形态，保
护山体原有植被，探索多种山体
修复利用模式；加强水环境生态
安全保护，抓紧实施湘湖东流水
综合整治及水系连通工程；加快
推进燃气、自来水、污水、电力

等配套管网工程建设，修复破损
道路路面、路灯、桥梁、窖井盖
等路面公共设施；全面完善以

“四纵三横”为主框架的小城镇
交通路网，创建“四好”农村
公路，切实改善乡村出行条
件；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
开发中保护”的原则，重点推
动实施进坑、盈田宋瓷小镇环
境提升改造和兰田唐代古窑址
改造以及浮乐婺中心县委旧址
修缮项目建设；加大老旧村庄
升级改造力度，完善夜景照明
和标识指引，大力拆除违章违
法建筑，对主要街道、广场、
店招门牌、餐馆油烟和污水直
排等进行整治；以全域规划为
引领，致力打造有历史、有文
化、有故事、重生态、重产业的
小城镇，形成农村空间优化形态
美、绿色发展生产美、创业富民
生活美、乡村宜居生态美、民风
文明和谐美的“五美共享”的新
面貌。

为推动“双创双修”工作有
序开展，该镇成立由镇主要领导
为组长的“双创双修”工作领导
小组，设立“双创双修”工作办
公室，安排了专项经费。实施各
村 （场、居） 及相关职能部门

“一把手”负责制，将“双创双
修”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寻求多方资源，丰富载体，持续
推进，形成镇、村、组三级统筹
联动的工作格局。

湘湖镇全力扮靓
瓷 都“ 东 大 门 ”

城市供水的好坏离不开安全、可靠的供水水
源。我市城区供水水源除黄泥头水厂外，其余三
个水厂的水源都取自浮梁县城下游的昌江河段。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提速，城市供水水源的
水质、水量压力日渐加大，供水取水源迁往浮梁县
城昌江地段迫在眉睫。景德镇城市供水水源（樟树
坑）引水工程就是我市正在实施的一大民生工程，
项目开工建设两年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近日，记者在樟树坑引水工程项目部工作人员
的陪同下，实地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4月10日下午，春光明媚，昌江两岸山青水
秀。记者乘车沿着县衙路一路向北行驶，远远望
去，在昌江河东岸边，有大型吊车正在铺设管
线，继续前行至新平大桥上，远眺东岸边的管
线，一大段新管线已经铺设完成。河滩上围堰里
有大量余土，等待挖掘机来填埋管道。

在昌江河韩坑村路段，记者看到数百米长的
输水管从钢筋混凝土的管桥上通过，电焊工人正
在进行钢管焊接（图①），这些硕大的钢管直径
达2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么大的输水管是
第一次在我市供水项目上投入使用，以前输水管
最大直径为1.2米。

离开即将竣工的取水口泵房 （图②），穿过
一块片农田，几台堆土机忙着清运余土。一段3
米宽、近5米深的标准沟槽已经挖好。工人们先
在沟槽底下铺上碎石，大吊车再将一根根超大的
钢筒预应力混凝土管吊入沟槽内（图③）。工人
们将输水管接头对接好，接着用铁葫芦拉紧，将
输水管顶到位，再放上橡皮圈，用水泥包封，输
水管成为了整体，旁边再堆沙填料，上方还要再
填实3米高的覆盖层。

据工作人员介绍，根据管线附近的地质情况
不同，项目工程采取了分段施工。因施工难度
大，就选用球墨铸铁管、钢管和钢筒预应力混凝
土管等不同管材，沿线建设了不少管桥。为了输
水管安全穿过马路，项目部得到浮梁交警的大力
支持，在夜间车流量少的时段，封路施工。工人
们加班加点，多路段、多台机器同时开挖，保障
了管线铺设的顺利进行。为保障取水口上游水
质，项目部还拆除了一些污染河水的建筑；为保
护沿线的古迹，管道铺设改从河边通过，施工人
员利用昌江河枯水期的有利时机抓紧施工。

记者从景德镇水务有限公司了解到，洋湖水
厂、观音阁水厂和第四水厂的取水点都位于浮梁
县城的下游，县城距离两个水厂取水点位置较近，
为满足我市和浮梁县城市建设发展需要，同时让
市民享受到品质更高的自来水，洋湖水厂、第四水
厂水厂的取水口需要向上游移动。从樟树坑发电
站上游韩坑村取水。设计规模达到50万立方米/

天。新建取水泵站一座，15万立方米/天加压泵站一
座，原水输水工程，配套原水输水管共21.56公里。
此外，按规划樟树坑取水仅仅是近期规划，远期规
划将在浯溪口水库取水。这些规划将保障我市各
净水厂能取到优质的水源，保障供水安全，让市民
畅享更优质的自来水。

目前，樟树坑引水工程项目建设快马加鞭。
其中，管线Ⅰ标已完成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及球

墨管安装11006米，剩余2580米；管线Ⅱ标已完
成 DN1400 球墨铸铁管安装 4318 米，剩余 2380
米；管线Ⅲ标已完成 DN1400 球墨铸铁管安装
1639米，剩余1519米；管桥完成全部架空钢管安
装969米，正在进行钢管焊接及抱箍施工。河道
管道铺设工程即将完成，取水泵房主体建设封
顶，加压泵站正在进行吸水池底板及配电间承台
和地梁施工。

樟树坑引水工程建设快马加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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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违法次数 车牌号 姓名 车品牌

1 6 赣H20157 胡小丽 大众汽车牌

2 5 赣H01415 葛立新 别克牌

3 5 赣H71173 熊春秀 北斗星

4 5 赣H70715 戴云娥 昌河牌

5 5 赣H09929 朱国安 迈凯

6 5 赣H19C83 王艳艳 梅赛德斯-奔驰牌

7 5 赣H1M818 李乐飞 昌河牌

8 5 赣H2V688 王璐 奇瑞牌

9 5 赣H70015 邱仁发 东风牌

10 5 赣H5L638 刘成先 北京现代牌

11 4 赣H65J65 汪鑫定 雪佛兰牌

12 4 赣H35605 邹传芳 东风雪铁龙牌

13 4 赣H5E119 方定安 哈弗牌

14 4 赣H30552 吴祥 野马牌

15 4 赣H2Q729 郑勇发 北斗星

16 4 赣H66688 董玉娟 别克牌

17 4 赣H05031 吴宏俊 海马牌

18 4 赣H07955 李康年 捷豹

19 4 赣H70F70 芦斌 斯柯达牌

20 4 赣H00678
景德镇市文苑大
酒店有限公司

宝马

3月20日至3月26日多次违章车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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