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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创 双 修 ，从 我 做 起
市第一小学、第十二小学举行 《家庭文明卡》 发放仪式

市第一小学举行 《家庭文明卡
家庭文明卡》
》 发放仪式
本报讯 （瓷都晚报记者 潘晓超 罗睿颖 文/
图）“双创双修，从我做起”。9 月 12 日，市第一小
学举行 9 月份 《家庭文明卡》 发放仪式，学校相关
领导、教师、一至六年级学生代表以及部分学生家
长代表参加了活动，现场发放 3000 余份 《家庭文明
卡》。
“你知道什么是双创，什么是双修吗？”“双创
指的是创全国文明城市、创国家卫生城市，双修指
的是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活动开始，主持人向
学生们发问，在场学生个个高举手臂，跃跃欲试，

答案被随机选中的学生准确答出。随后，大队委高
靖雯同学上台发出倡议并带领学生宣誓：养成好学
习、重礼仪、讲文明、守公德的良好习惯，告别陋
习，团结友善、文明交通、人人参与。乐学尚美上
进求新，做最好的自己，做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
最美少年。
据了解，市第一小学每个月都会向学生发放
《家庭文明卡》，让学生带回家中与家长一起填写，
对照景德镇文明十二条，看看自己在生活中有没有
做到。市第一小学教师罗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双创双修”是我市一项改善环境、关乎民生
的大事，作为一小的学生，除了要从自身做起，还
要带动家里的父母、长辈积极参与到这项活动中
来，用实际行动做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最美少
年，小手拉大手，用文明行动为创建文明城市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与此同时，市第十二小学各班也收到了一张张
记录孩子与家长自我测评的 《家庭文明卡》。
“我要做到不随地扔垃圾、不闯红灯、不剩饭
剩菜。”“作为家长，应该做到车辆不乱停乱放、
公共场所不吸烟。”在第十二小学的各班级教室
中，记者看到老师们正在教学生填写 《家庭文明
卡》，让学生们填写好姓名、班级等相关信息，并
在做到的文明行为框中打钩。“希望大家都能做到
景德镇文明十二条，这样我们的城市会变得越来
越 文 明 。” 该 校 四 （1） 班 的 学 生 陈 亦 悦 告 诉 记
者，自己除了会遵守那十二条文明公约以外，平
时在马路上，如果看见了一些不文明行为，她也
会上前劝阻。
“这个家庭文明卡是由珠山区委宣传部、教体
局发放给学校的，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让学生
们能够自觉遵守文明公约，还能通过他们带动每个
家庭去履行，相互监督、共同守信，以小手拉大手
的形式，传递着文明观。”第十二小学政教处主任
潘冬梅表示，一张家庭文明卡的记录表，可以清楚
让学生们知道哪里做到了、哪里还需努力。除此之
外，他们还在黑板上写下了“争创文明校园、争做
文明学生”、“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用文明语”等
文明标语，更好地营造了文明校园的氛围。
据了解，珠山区自 5 月底启动“小手拉大手，
文明齐步走”活动以来，共发放 《珠山家庭文明
卡》 9.6 万余份，收回 8.8 万余份，填报合格率达到
90%。从收回的家庭文明卡抽样调查来看，大部分
家长和监护人在学生的带动下，能做到不说脏话、
不随地吐痰、不占道经营、不乱扔垃圾、不闯红灯
等文明行为。每周必须诚实勾选的家庭文明卡，激
发了学生争做文明传播者、争当文明捍卫者的积极
性，也带动了家长积极传播文明、践行文明、参与
创建活动。

及时发现问题 明确整改要求

我市多部门联合整治
景德镇北站出租车违规行为
本报讯 （黄大燕 记者 甘牧） 近日，珠山公安
分局竟成派出所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开展“双创
双修”行动号召，牵头联合市运营部门、出租车公
司、城投公司等有关单位整治景德镇北站出租车运
营乱象。
此次联合整治的范围包括出租车车容车貌，违
规使用计程计价设备、拒载、议价、强行拼客、途
中甩客、故意绕道行驶、乱停乱放、超员载人，遮
挡号牌、逾期未年检以及非法营运和出租车异地经
营等违法行为。
本次行动共整治 20 余辆滴滴顺风车、查处 40
余辆不规范下客、载客的出租车和一辆非法运营的
出租车，有力地遏制了出租车运营乱象。

谭家山社区

积极宣传“双创双修”知识
本报讯 （游婷 记者 吴立群） 近日，昌江区新
枫街道谭家山社区党员、志愿者走进辖区居民家
中，向他们发放“双创双修”知识点宣传单和文明
环保袋。工作人员还向居民讲解了“双创双修”相
关知识，引导居民监督不文明行为，争做文明人，
为我市“双创双修”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次活动共走访辖区居民 70 余户、商铺近 10
间，派发宣传单、环保袋 100 余份。谭家山社区还
通过社区微信群向居民群众宣传介绍相关知识，让
每一位居民都能了解“双创双修”知识，让每一位
居民都争做文明市民。

市第四小学

举 行“ 双 创 双 修 ”知 识 竞 赛
本报讯 （施晓 记者 甘牧） 9 月 10 日下午，市
第四小学举行了“双创双修”知识竞赛。
赛前，教师们认真对待比赛并复习了相关知识
点，有的还互相出题测试。经过公正阅卷打分，评
选出了一二三等奖。通过本次比赛，进一步提高了
教职员工对“双创双修”工作的知晓率，做到“我
参与，我支持”，极大地促进了该校“双创双修”
工作的开展。

双创双修曝光台

我市多部门组成联合督查组现场督查城区农贸市场
本报讯 （饶桂林） 9 月 11 日，市商务局牵头组
织市卫计委、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有关工作人
员成立联合督查组，对新德园、景东、湖田、官庄
和古城农贸市场进行现场督查。竟成镇、吕蒙乡领
导以及昌江区、珠山区市场经营服务中心负责人参
加督查活动。
督查组一行首先来到新德园农贸市场检查，发
现该市场前期整治有明显成效，但仍存在家禽售卖
区和公厕卫生未达标，摊位污渍严重，蛛网密布，

乱挂电灯，灭蝇灯数量少且没开启，部分经营卤制
食品摊位未悬挂证照、未装防护设施、敞开经营等
问题。在景东农贸市场，存在家禽售卖区、水产区
卫生不达标，车辆乱停乱放，摊位内杂物太多且乱
堆乱放，保洁不及时，没有加盖垃圾桶等问题。湖
田农贸市场存在家禽售卖区、公厕卫生未达标，没
有经营分区标识等问题。官庄农贸市场主要存在家
禽售卖区卫生未达标、公厕有异味问题。古城农贸
市场虽然经过改造后环境有所改善，但家禽售卖区

卫生也没有达标，市场内苍蝇多，需要消杀，灭蝇
灯数量少且未开启。
督查活动中，市商务局、市卫计委、市市场和
质量监督管理局领导和工作人员从各部门职能出
发，仔细查看每个市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整
改要求。督查组对发现的问题，要求市场业主、属
地乡镇、区市场经营服务中心对照“双创”标准和
有关规范，建立问题台账，限期逐一整改，确保尽
快整改到位。
市迎宾大道旁的中国瓷园旅游购物景点，一些
装修废料被抛弃在停车场内侧的绿化带中。
（本报记者 付裕 摄）

双 创 双 修“ 百 日 大 会 战 ”进 行 时

为使“护学岗”落到实处，
该中队组织民警、辅警认真学习
相关文件精神，进一步提高思想
认识，加强自律约束，认真履职
尽责，规范执勤护学。该中队根
据辖区不同学校的不同环境制定
不同护学方案，着重关注上学放
学的关键时段，派出精干警力到
校园门口及周边道路进行执勤，
重点对机动车乱停乱放、不礼让
行人、非机动车非法加装遮阳伞
等危害学生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
进行整治，对接送学生车辆进行
规范停放，按即停即走原则，将
接送学生车流对交通影响降到最
低点，最大限度保障主干道交通
本报讯 （黄国胜 徐健华 记者 付裕 文/
图） 在新学期里，市交警一大队石狮埠中队
认真总结以往“护学岗”经验，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辖区各中小学护学岗措施，为学生上
学放学构筑一道安全防护墙。

安全畅通。
在护学执勤的同时，民警还加大对学生
及家长的文明交通劝导力度，发现他们有交
通违法行为及时进行劝导制止并开展教育，
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积极推广﹃双创双修﹄微信公众号

为学生筑牢安全防护墙

市城管执法局

市交警一大队石狮埠中队

本报讯（舒瓷平）为切实做好我市“双创双
修”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知晓率、参与率、满
意率，在全社会形成全城动员、全民参与、全域
行动的浓厚氛围，市“双创双修”工作指挥部推
出了“景德镇双创双修”微信公众号。市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局在接到市“双创双修”工作指挥部
通知后，要求局有关部门认真抓好落实，将“双
创双修”微信公众号的推广作为我市落实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的新渠道，开
展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各项工作的新窗口，将
《关于做好“双创双修”微信公众号推广等相关
工作事宜的通知》全文转发至局属各部门、各
单位，要求全局干部职工以部门为单位，添加
“双创双修”微信公众号，并积极参与“双创双
修”栏目活动，第一时间了解并熟知市“双创双
修”工作指挥部的工作重点、通知通告和各项活
动，确保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双创双修”
工作始终走在前列。
该局党委宣传部门专门下发文件，并利用
工作群、微信群发布“双创双修”微信公众号
二维码，让全体干部职工自助扫描、添加关
注。截至目前，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共有
358 名干部职工添加了市“双创双修”微信公
众号，并拟通过这一平台迅速上报“双创双
修”专项政务信息。

市人民广场绿化带中，一位老人躲在植物后面
小便。
（本报记者 付裕 摄）

8月份环境卫生和经营秩序排名靠后的
景德镇城区农贸市场通报
根据昌江区、珠山区市场经营服务中心上报的
8 月份检查打分情况，环境卫生和经营秩序排名靠
后的景德镇城区农贸市场如下：
昌江区：河西农贸市场、新枫路农贸市场
珠山区：朝阳路临时市场、景东农贸市场、湖
田农贸市场
市商务局
2018 年 9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