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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特色亮点 建设秀美乡村
——市粮食局驻村工作队和程新村合力推进“新农村”建设记事
段谱福 宋进基

市交通运输局
路长巡察活动有声有色
本报讯 （赵梦林）“健步走、美生活、护平安”路长
巡察活动启动以来，市交通运输局积极参与、主动作为，
成立兴华路路长巡察专项工作组，由主要领导任路长，带
头巡查责任路段。
经过近 2 个月的整治，共修复损坏人行道两条，清理卫
生死角 10 余处，切除断头树 9 棵并重新种植，拆除违章搭建
1 处，新增公益广告 10 余处，劝停占道洗车商户 1 家，劝阻违
规排放油烟行为 20 余次，劝阻不文明交通行为 30 余起，清
理沿路“小广告”8 处，兴华路面貌焕然一新。

市城管行政执法局开展
“健步走美生活护平安”活动

初夏的一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笔者来到
市粮食局扶贫点乐平市鸬鹚乡程新村，只见拓宽的
道路平整干净，道路两旁树木郁郁葱葱，小桥流水
的池塘，古色古香的长廊和休闲亭，极富特色的乡
村“文化墙”,雕龙画凤的古戏台……真是山美、水
美、人美、环境美啊！
过去的程新村是另外一番景象：村容村貌脏乱
差，杂草丛生，乱扔垃圾现象严重，道路狭窄，路面坑
洼不平，水塘臭气熏天，全村空心危房甚多。特别是
产业发展迟缓，几乎无村集体经济，导致基础设施与
村容村貌难以改善。
去年以来，市粮食局驻村扶贫工作队和乐平市
鸬鹚乡程新村两委会深入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助力
“双创双修”，打好环境整治攻坚战。经过一年多来
的不懈努力，村容村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彰显了特
色亮点，建设了秀美乡村。
特色亮点一：打造乡村文化。结合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大力发展乡村文化，设有宣传栏、文化墙、
健身场所、老年活动中心、古戏台、广播站、广场舞，

开展秀美乡村健步行，陶冶了村民的情操，提高了村
民的文明素养，活跃了村民的业余生活，为村民送上
了精神大餐。驻村干部和两委会班子成员积极与乡
政府和帮扶单位联系和沟通，筹集资金 15 万余元改
造村委会办公楼，增设了便民服务中心、群众说事
室、综治中心等为民办事场所，改善办公环境，方便
了村民办事，修建后的办公楼面貌焕然一新。
特色亮点二：改善村容村貌。积极申请新农村
建设资金 50 多万元，对原来的狭窄坑洼不平的村级
主干道、内环路进行了拓宽平整，修建长度达到
960 米，基本实现了“户户通路”硬化，告别了村
民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行路难时代。拆除 50
多座破旧的空心危房，改善了全村的村容村貌。他
们还与乡政府协调，争取了 40 多万元对主干道两旁
进行生态修复，栽种 100 多颗桂花树，铺设绿色草
皮 600 多米。同时，注重卫生保洁、垃圾处理，为
每个家庭配备小垃圾桶，在全村设立近 40 个垃圾
箱，建设垃圾池 6 个，并聘请 9 名贫困户村民担任
保洁员，由他们对全村的清洁卫生进行日常维护。

绿色的点缀，村容村貌的改善愉悦村民心情。
整治改建池塘。原来村里有两个池塘，荒芜数
年，夏天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为了改善池塘环境，
争取了扶贫及新农村建设资金 60 多万元，清除了污
泥，疏通了排水设施，使池塘死水变成了活水，池塘
清澈见底，并修建了环形长廊，建设了休闲亭，好一
派小桥流水的美丽景象，是村民休闲的好去处。
特色亮点三：发展集体经济。在鸬鹚乡党委和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乐平市鑫光能源有限公司签
订合作协议，投入帮扶资金 30 万元，建成程新村首个
分布式光伏扶贫发电站，发电功率为 50 万千瓦，每年
可产生 4 到 5 万元的收益。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经济，采取贫困户土地入
股、年底产业分红的模式，投入了 10 余万元，建成
18 亩马家柚种植及 14 亩菊花种植合作共建示范基
地，使程新村的经济作物生产由“输血”变为“造
血”，乐平市委市政府与景德镇市扶贫办对共建示
范基地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并充分肯定了
他们的做法。

整治车辆违规停放 优化市区交通环境
本报记者 朱新桃

为推动交通违法行为曝光活动常态化，优化市
区交通环境，巩固我市“双创双修”阶段性成果，5 月
14 日，记者一行随交警部门相关人员来到莲社北路
与新村西路，对两条路段的停车管理情况进行了解。
莲社北路和新村西路是市区严管路段，人来车
往，出行高峰期交通流量非常大，车辆违规停放不仅
有损市容环境，而且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日常出行甚
至造成交通拥堵。当天，交警人员沿着两条道路仔
细巡查，并对发现的违规停放车辆及时依法处理。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莲社北路“禅茶人生”小区门口，
交警便立即使用微警讯管理系统功能，通知车主回
来处理。莲社北路一沿街店铺门口一辆白色雪佛兰
轿车违规停放，车主在微警讯通知发出 10 分钟后仍
没有到达现场，交警便依法给车辆贴上罚单。执法
交警说：
“ 如果该车影响大家的出行，我们还会采取

公交是一座城市
的窗口，为配合我市
正在开展的争创全国
文明城市活动，景德
镇公交有限公司克服
资金困难，对城区
180 座 破 旧 或 缺 失 的
公交候车亭进行了修
建或改建，各种款式
新颖、美观适用的候
车亭美化了瓷都。图
为投入使用的高铁北
站一候车亭。
（特约通讯员 巢
喜生 摄）

及时拖走的举措。
”
记者采访了解到，此次整治行动是我市使用微
警讯停车管理系统依法整治交通违法行为的一个缩
影。针对我市各路段车辆违规停放现象，交警部门
首先采取警用摩托车巡逻的方式进行全面排查。执
勤交警在巡查过程中，一旦发现车辆违规停放现
象，便使用微警讯停车管理系统通知车主 3 分钟内
到达现场处理。同时，微警讯发出超过 3 分钟车主
不及时配合交警处理，便会收到贴单或者车辆被拖
走的处罚。
巡查过程中，记者发现，莲社北路有 70 多个停车
位，车辆大多整齐有序地停入车位中摆放整齐，路面
交通秩序良好。同时，交警在新村西路、莲社北路两
条道路巡查过程中也严格按照“入位、头齐、顺向”的
车辆停放标准，
做好负责路段停车管理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巡查过程中发现车辆违规停
放已经对路面造成交通拥堵，超过 3 次以上违法记录
的车辆，车辆已经涉及违法行为的三种现象，交警将
会直接拖走或进行贴单处罚。车主车辆登记时的电
话号码务必要与日常通讯号码相一致，以免接受不
到正常微警讯通知，错过及时处理的时间而受到不
必要的处罚。

交警一大队太白园中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了保障道路交通畅通，给我市“双创双修”工作交
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该队主动出击，日常工作中首先
采取摩托车巡逻的方式，对负责路段进行不间断巡
查。发现逆行乱停、违停车辆便会对车主进行微警
讯通知，3 分钟后车主不及时处理，则对车主进行
50―150 元的贴单处罚。据统计，当天共处理行车辆
违停放事件 5 起，拆除电动车违规安装遮阳棚事件一
起。此外，记者还现场随巡逻交警在新村西路一同
体验摩托车路面巡逻活动，巡逻过程中处置了一起
车辆违规停放事件。
记者手记：
“每个人都要遵守好心中的那条秩序。”
不少人往往贪图一时的方便，心存侥幸心理，
漠视交通法律法规，车辆违规停放。殊不知
每个人都贪图一时的方便将会造成交通的大
拥堵甚至引发交通事故。每个人都自觉遵守
心中的那条秩序，不仅是给他人带来便利，最
终获益的也会是自己。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应知应会”问答内容

本报讯（舒瓷平）为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开展健步走路
长巡查活动，推动“双创双修”迈向深入。5 月 11 日上午，市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人带领系统内的党员干部职工，
在责任路段市昌南大道开展“健步走、美生活、护平安”活
动。活动中，大家穿上印有“健步走美生活护平安”字样的
红色马甲，从紫晶路口往生态路方向行进，形成了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途中，大家沿路捡起地上的塑料袋、矿泉水瓶、
烟头等垃圾，劝导闯红灯、随地吐痰，纠正占道施工等不文
明行为，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双创双修”重大意义，以实际
行动引导群众从身边小事做起，让创建理念深入广大群众，
唱响“全民创建”的主旋律，让广大群众真正了解创建、支持
创建、参与创建，推动“双创双修”工作取得实效。

景航社区全面清理垃圾死角
本报讯 （张小妹） 5 月 10 日上午，西郊街道景航社区
组织党员、社区干部、辖区居民、环保志愿者等 30 余
人，对辖区垃圾死角进行全面清理。
大家纷纷发扬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对辖区内、道路
侧沉积已久的垃圾进行全面清理和转移。经过大家一上午
的努力，辖区内“脏、乱、差”现象得到较大改善。
这次清理整治工作结束后，景航社区对辖区居民进行
“双创双修”宣传教育，倡导“社区是我家，环境卫生靠
大家”禁止乱倒垃圾、乱扔杂物等行为，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行动起来，将常态化的环境卫生进一步细化做好，努力
营造爱护环境卫生的良好社会氛围，助力全市“双创双
修”工作开展。

曙光路社区组织观看
省“五好家庭、最美家庭”揭晓会
本报讯 （付爱琴） 近日，为了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指示精神，曙光路
社区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中，组织党员干部、居民在
社区妇女之家收看省“五好家庭、最美家庭”的揭晓会。
通过这次观看直播，加强了党员干部家风家规价值培育，
引导家长、孩子在道德教育方面提高自身素养，为儿童成
长营造良好家庭环境打下了基础。
居民现场观看后反响热烈，并进行了讨论，纷纷表示
以后也要评上五好家庭、最美家庭。

双创双修曝光台

珠山西路南侧靠近原服装一厂路段，附近居民
楼下水道经常堵塞，导致人行道上湿滑，且有臭
气。
（本报记者 付裕 摄）

问：什么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三
率一度”？
答：知晓率、支持率、参与率和满意
度。
问：什么是“双创双修”
？
答：“双创”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国家卫生城市；“双修”是生态修复、城
市修补。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做文明有礼的景德镇人

昌南大道路口交通银行大楼方向，电动车等候
区的地面吸水砖凌乱不堪。 （本报记者 付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