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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 德 镇 蓝 ”惊 艳 刷 屏
我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本报记者 官龙样 文/图

入秋以来，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碧蓝的天空、美轮美奂的云彩吸引了大
家的目光，纷纷拿起手机拍照，并“晒”在了自己的朋友圈。“景德镇蓝”刷
屏，成为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热门话题。不少网友表示，景德镇天蓝、地
绿、水清、景美，在这里生活是悠然的。
记者从我市环保部门获悉，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也越来越多。“景德镇蓝”刷屏的背后，是全市上下打响
“蓝天保卫战”的坚决态度和辛勤付出。
据介绍，一直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保工作，特别是 2017 年 7 月
环保约谈以来，我市将整改工作融入到城乡环境大整治、城市“双创双修”、产业
转型升级中，由点及面、由表及里，整体谋划、稳步实施。针对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我市先后制定了专项整改方案及一系列管理办法，全市各部门以改善环境质
量为核心，以“控车、降尘、减排、禁烧、少油烟”工作为重点，大力推进大气环境治

理，空气质量稳中求好，持续改善。
——加大宣传力度，打造文明环保新风尚。中元节
期间，我市各级环保部门纷纷发布有关禁燃禁放禁烧工
作的通知，得到了不少市民的响应。不仅在中元节，每
当春节、清明等重大节日的时候，我市都会发布有关通
知，并出台一系列禁燃禁烧禁限放政策，市政府还专门
召开了专题工作部署会，划定了禁限放区域，明确了公
安、安监、城管等十几个部门的工作职责，公布了举报
电话。市生态环保委员会和市文明办分别发布了相关倡
议书，并利用景德镇日报、政府网站及微博、微信、社
区宣传栏等平台大力开展宣传，倡议市民以电子烟花取
代传统烟花爆竹，以鲜花替代纸币冥物，过一个清新低
碳的节日，大力营造绿色、文明、环保生活的新风尚。
——打出“组合拳”，多部门齐抓共管。我市将环保
单一部门牵头治理转变为由市环境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牵头，全市各级各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强而有
力的铁拳，整治大气污染行为。市环保局与市气象部门
建立重污染天气预警会商联动机制，开展重污染天气预
警指标体系建设和联合会商通报。交警、城管、交通、
路政等四部门联合执法，在景德大道、景东大道等重点
国道、省道路口设置 10 处临时执勤卡点，严查“野蛮运
输”行为。公安和城管开展常态化露天烧烤和餐饮油烟
整治，市公安局创新“公安+城管+N”联勤执法工作模
式，在城市执法管理问题突出区域、路段联勤排查和集
中整治，逐步规范城区餐饮、烧烤经营秩序，不断优化
大气环境。
——狠抓源头治理，提升环保“机械化”水平。我
市对 140 辆运输车辆全部进行密闭化改装，安装了自动覆盖装置和 GPS 定位系
统；各大工地进出口统一安装电子摄像头，并与市城管执法局 12319 数字指挥
中心联网，实现实时监控。实行环卫“一体化”作业，市场化运作，大量增加
雾炮车、吸尘车、洒水车等保洁设施，每日对市区进行 24 小时巡回保洁，开
展“常态化洗城行动”。扩大黄标车限行区域，我市将黄标车限行区域扩大到
整个建成区，实现了全方位监管，并按时完成 1093 辆老旧机动车和黄标车的
淘汰任务。开展工业企业专项督察，对市区涉气企业进行全面排查，建立台
账，严厉查处废气违法排放或超标排放；对工艺落后、污染防治设施不到位的
企业，一律立即停产整治。在中心城区开展餐饮油烟专项整治行动，新安装油
烟净化设备餐饮企业 300 余家。
改善空气质量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据了解，我市将在环保整改的基
础上，对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常抓不懈，让瓷都的上空蓝天白云常驻。

洪源镇推进
“双创双修”扮靓小城镇
本报浮梁讯（张仲海 特约通讯员 汪
圣林）在浮梁县洪源镇，
叠翠涟漪的程家村、
山峦秀丽的李家村、古色古香的桂花村、世
外桃源般的大垅村等一批个性鲜明的精品
村庄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是该镇全力推进
“双创双修”
、
打造美丽乡村带来的新气象。
洪源镇以 206 国道与景湖线洪源段呈
“T”字型为轴，以渔界、洪枧、渔李、罗道公
路线为网，以赣东北物流园、西河水系治
理、商贸街改造二期等建设为主抓手，不断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实施西河治理工
程，建立河长制与水库、山塘管理责任制，
呵护水源，防止水源污染；大力倡导植树营
林和护林，提高植被覆盖率；加强对空气含

氧量监测力度，对污染环境的私人企业进
行取缔，无环保资质的企业一律不得入驻。
目前，该镇一批“双创双修”重点项目
正在有序推进。玉禾田公司对镇、村环卫
工人、环卫设备进行托管，全面开展镇、村
环卫日常保洁工作。鸣山村大洲组建有大
型群众文化活动室，扩大绿化面积达 60%
以上，拆旧建新面积 3500 平方米，种植苗
木 750 株。商贸街西段（二）期改造提升工
程，已完成改造 1.5 公里，修建公路西侧人
行道 800 米及下水网管 900 米，拆除广告
牌，铺设绿化带，安装节能路灯 40 盏，设置
垃圾桶 80 多个。206 国道洪源段改造、名
人岛建设及西河水系治理相继竣工。

本报讯 （戴小林 吴耀星 记者 周筠） 按照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中推进诚信教育实践活动的
要求，市市场监管局积极开展创建活动，对我
市通达出租汽车公司进行出租车计价器免费计
量 检 定 服 务 工 作 ， 共 检 定 出 租 车 计 价 器 595
台，以实际工作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推
动行业诚信建设。
检定人员严格按照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的要求
对每一台出租车计价器进行检定并检查有无改装
线路等作弊违法行为，经检定所有出租车计价器
的误差都在规定要求合格范围内，未发现改装线
路等作弊违法行为。检定人员还向广大出租车驾
驶员说明了对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实行免费检定的
规定，传达了减轻企业负担的相关文件精神，宣
讲了相关法律法规，为营造公平、安全的消费环
境添砖加瓦。

美化交通环境 喜迎八方宾客

本报讯 （记者 吴立群 文/图） 近日，记者在
迎宾大道与紫晶路交叉口看到，这里的十字路口
实施了交通渠化改造，新建的安全岛鲜花点缀，
安全岛上不仅设置红绿灯，还有智能提示系统，
起到很好的指引和疏导作用，不仅提高了道路通
行效率，也提升了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保障
了交通出行的安全有序。
此外，金岭大道路口处的裸露山体得到修
复，已经被绿色的植被覆盖，促进了道路交通环
境的改善，策应了城市“双创双修”的主题。据
记者了解，该地段紧邻昌南湖湿地公园和西河湾
以及市体育中心，是市民群众前往休闲健身的必
经路段，也是前往即将开幕的瓷博会和省运会主
场馆的主要交通要道，是我市的西大门，道路交
通环境的改善起到展示我市良好城市形象的特殊
作用。

昌江区环卫局
扮靓环境迎盛会
本报讯 （段丽珍 特约通讯员 许荣崽） 连日
来，为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瓷博会和省运会环境
卫生保障工作，昌江区环卫局积极安排部署，抢
抓时间、增派人员、增添车辆，全力打造干净整
洁的卫生环境。
10 月 8 日，笔者在迎宾大道体育中心看到，
环卫工人正忙碌着对各条道路进行标准化清洗，
使每一条道路干净见本色，并且重点对体育中心
进出通道、楼道、窗户、墙顶等进行认真擦洗清
理，努力创造干净整洁卫生环境。根据省运会期
间来宾住宿、过往路段等具体情况，该局已成立
了清扫保洁、道路清洗、公厕洗护、垃圾收集等
多个环卫保障小组，力保运动会期间，环境卫生
干净整洁。同时，该局还成立了环卫应急队伍，
强化重点路段、重要场所的督查值班，以营造干
净、整洁的城市环境，做到随脏随扫、随丢随
捡，发现问题限时整改，不留死角。

昌江广场社区联合多部门
整治小区环境

公安+城管: 联勤联动 打造文明交通
本报讯 （记者 吴立群 文/图） 交通
秩序是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环节，
我市通过“公安+城管”联勤联动、志愿
者辅助的模式，强化交通秩序整治，着
力提升城市文明指数。
9 月 29 日上午 7:30 以后，梨树园十
字路口迎来早高峰，景东大道和广场北路
的车辆行人交汇于此。记者看到，公安交
警、城管队员以及交通志愿者分兵值守
各个路口，分别对机动车、非机动车、
行人进行指挥、指引、劝导。当交通信
号灯转变为红灯，交警示意对向车辆停
车等待，右转车辆继续通行；同时斑马
线上亮起绿灯，城管志愿者挥舞手中的
旗帜，指挥电动车、行人快速通过，
如此缩短了等候的时间，提高了道路
的通行效率。有些电动车主或行人交通
意识不强，有闯红灯的举动，当即被交

市场监管局完成
出租车计价器检定服务

通志愿者劝止，要求车辆行人退回等候
区，保障了交通秩序的通畅。随后，几
辆三轮摩托车相继驶来，被交警果断拦
下，被推放至路边规定区域，据执勤交
警介绍，根据规定，这种三轮摩托车是
不允许在城区道路驾驶的，不仅会干扰
交通秩序还存在安全隐患。
据市交警支队一大队相关负责同志
介绍，梨树园路口高峰期执勤将持续 1 至
2 个小时，现配置有民警、协管员 7 至 8
人，城管队员 4 名，还有 4 名志愿者。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对交通秩序的标准和要
求更高了，我市通过“交警+城管”联勤
执法的模式对闯红灯、路口违停等行为
进行联合整治，有效缓解重点时间、路
段警力不足的矛盾，发挥资源合力，促
进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驾驶文明出行，
从而实现交通管理“1+1>2”的效果。

双创双修“百日大会战”进行时

本报讯 （李光英 记者 甘牧） 近日，珠山区
新厂街道昌江广场社区干部联合南河消防大队、
陶新家园物业和辖区党员志愿者，在陶新家园小
区内开展了一次卫生大扫除，及时排查楼道安全
隐患。
在开展清扫活动的同时，工作人员还挨家挨
户告知居民要及时清理堆放的杂物，妥善保管有
用的物件。社区和物业将统一清除居民逾期未清
理的物品。

奥林社区举办
“双创双修”晚会
本报讯 （余兰 记者 吴立群） 日前，珠山区
新村街道奥林社区举办 《学习大舞台，古镇畅起
来》“庆中秋·迎国庆”《双创双修共参与》 文艺
晚会，通过轻松愉悦的方式，让全民参与到“双
创双修”中来。
晚会节目内容丰富，表演形式多彩，深受居
民的喜爱。据了解，自“双创双修”活动以来，
该社区积极策应，配合豪庭物业以改善市容市貌
为动力，加强“双创双修”宣传和脏乱治理工
作，为广大居民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构建了社
区与居民、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和谐关系。结
合“双创双修”百日大会战，社区组织干部、志
愿者不仅入户宣传动员，并且根据辖区部分地段
百姓关注的焦点、难点，进行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地宣传解释，使“双创双修”的政策内涵融入
到了老百姓心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