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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起点焕发新面貌，新征程开启新作为。去年以来，高新区全区动员、全
员参与、园企联动，为把高新区打造成花园式现代化新城区而努力奋斗，用脚
踏实地的行动，用智慧和汗水描绘出高新新画卷。今年，高新区策应市委、市
政府部署，启动“双创双修”工作，将环境整治的重点转入规划、建设与管理，启
动了白改黑、污水纳管等工作，全力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创建，
不仅园区形象得到提升，
更为园区招商、安商提供了最佳的软实力。

大力整治扬尘和园区污染，开展城市垃圾集中分类管理，进一步改善人
居环境；推行网格化管理，严厉打击“两违”
，保持“两违”零增长。
在企业，推出奖励机制，鼓励企业搞好污水纳管与环境整治，加大“双
创双修”宣传。以一两个精品企业为榜样，带动全区企业做好“双创双修”
工作。企业环境好了，留得住客商、留得住人才，受益的企业对园区的做法
纷纷点赞。

规划引领 高位推动

塑形铸魂 内外兼修

在部署启动“双创双修”工作中，高新区坚持强规划、不折腾、不花冤枉钱
的原则，请清华同方设计院等多家知名设计团队设计，形成风格一致、相互衔
接、操作性强的规划体系。
为保障“双创双修”有序推进，高新区成立了“双创双修”工作领导小组，设
立了工作指挥部，下设专项工作组。采取每日“两会”制度跟踪督促工作进
展。转变工作作风，
要求天天有进展、日日有变化，
全区掀起“双创双修”
高潮。

高新区以“一年出成效、两年大变样、三年换新颜”为目标，积极策应“3 加
1”产业发展战略，全力推进城乡环境大整治和“双创双修”工作，加大园区环境
综合整治力度，
提升园区“颜值内涵”
，努力打造宜居宜业文明园区。
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全面落实“双修”项目的推进。总投资约 5500 万
元、面积达 112000 平方米的山体修复项目已启动立项及招投标工作。航空小
镇市科技馆正在办理规划选址工作，凤岗村改造项目已完成规划设计，梧桐
大道两旁建筑立面及围墙改造目前已启动。
在整治好的园区道路上，绿树成荫，道路宽敞整洁，路灯整洁亮丽……
粉白的文化墙，极具文化气息的画面，给园区增添了秀雅气息。为了爱护好
环境，高新区执法局、环卫局、开发公司等单位不分昼夜，没有节假日，24
小时值班。区组宣部、文明办开展主题宣讲，宣传“双创双修”知识。越来
越多的市民加入到志愿者队伍，开展文明劝导环境整治活动，以实际行动传
递着文明新风尚。
高新美景赛苏杭，园区处处如诗画。高新人正以时不我待的创业激情，
秉承“开放创新实干卓越”的高新精神，为把高新区建设成为经济实力强、
具有国内竞争力的现代科技花园式园区而努力。

园企联动 统筹推进
实施航空大道、航空大桥等 7 条道路和桥梁，以及吕蒙防洪堤、污水管网、
道路绿化提升等基础设施项目，实施工业四路、环保路延伸等 13 条道路以及
环境整治、道路白改黑等项目，启动航空科技园、航空主题公园、科技馆等 11 个
配套项目，建立党群服务中心……一个个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的项目，在
高新区落地开花，成为纵深推进“双创双修”的重要支撑。
在园区推进绿化亮化美化净化“五化”工程，重点建好了湿地公园、党群服
务中心等多个公共服务平台项目，党群服务中心自建成以来，迎接前来参观学
习的人数已达千余人。

一泓清水碧千里
日前，无人机拍摄的乐平市共
产主义水库在群山绿树的环抱下，
蓝天碧水，宛若仙境。
近年来，乐平市不断加大对共
产主义水库及其周边的环境保护力
度，投入大量专项资金，对库区的
违 法 建 筑 （主 要 是 库 区 内 拦 汊 筑
坝） 进行拆除，对水库边上居住的
林场职工整体搬迁，库区周边森
林、树木禁伐，对水面游艇、船只
等污染源全面清理，鱼类养殖做到
人放天养等。同时，对库区实行了
“三严禁、一不准”（严禁游泳、严
禁水上娱乐活动 、严禁钓鱼和不准
野外用火） 等环境保护措施，使得
库区划定的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
区和准保护区范围各项环保措施落
地生根，确保该市 50 万居民用水得
到保障。（特约通讯员 朱定文 摄）

市水务局加快推进南河
清淤工程攻坚水污染防治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汪涛） 为加强水污染防治，改善城
区水生态环境，从今年 5 月开始，市水务局组织实施了南河城
区段主河道清淤及河岸整治工程。该项目总投资约 2000 万
元，目前已进入扫尾阶段，水下清淤任务全部完成。10 月初，
按照市政府部署，市水务局又延伸启动了南河 （铁路桥至天宝
桥段） 清淤工程，计划投资 217.51 万元，目前开挖倒运淤泥工
作量完成 80%以上。
该工程对南河城区湖田桥至天宝桥段全长 3.75 公里的主河
道进行综合整治，实施项目包括全线河道清淤、砂卵石护填河
床、河道南岸岸坡整治及垃圾清理，河滩菜地的清除和污染源
收集整治等。由于工程跨汛期施工，市水务局克服频繁降雨和
河道持续高水位给施工带来的困难和阻力，抽调精干力量，合
理安排施工，加快推进工程建设。截至 10 月底，已清理护坡
杂草约 1.8 公里，清理淤积河道约 3.7 公里，外运淤泥约 14 万立
方米，完成岸坡支护 800 米，马道修筑项目抓紧施工扫尾，完
成水下施工任务。

查找问题不足 压实工作责任

曹燕妮

市委宣传部开展﹃创文﹄重点工作督查

高新美景赛苏杭
园区处处如诗画

本报讯 （记者 喻帆） 2018 年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工作即将启动，
为统筹做好测评迎检工作，自 11 月
5 日起，市委宣传部组织全体干部
职工分组深入全市各“创文”测评
点开展专项督查。
据了解，此次督查为期三周，
共组建了六个督查组。督查期间，
督察组将按照全覆盖原则，通过实
地走访、抽查台账、问卷调查、电
话回访等方式，对全市参与国检测
评的 157 个社区、行政村和学校的
创建工作进行督查指导。
11 月 5 日，督查组分别走访了
昌南湖社区、汪王庙社区、广场社
区、赛跑坦社区、部分学校等地，
每到一个社区、行政村、学校，就
详细了解各测评点“三率一度”、公
益广告宣传、测评材料等重点工作
开展情况，并通过电话访问，深入
小区、居民、村民家中面对面交流
开展创文工作问卷调查，宣传创文
工作，广泛征求当地居民、群众对
“创文”工作的意见建议。同时，
针对督查中发现创文工作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与街道、社区、行政
村、学校等负责同志进行沟通交
流，提出改进意见，共同做好整改
工作。
督查组指出，当前，我市“创
文”工作已进入关键期，各相关单
位和部门要高度重视，全面准备，
强化措施，严格对照督查要求，切
实补齐工作短板；要进一步加强精
细化管理，提升工作服务水平，根
据自身特色，打造“创文”工作亮
点；要加强沟通衔接，建立长效机
制，及时发现、协调、解决创建工
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为创建工作营
造良好环境。

市国土资源局联合韭菜园社区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 报 讯 （何 妙 记 者 吴 立 群） 10 月 31 日 上
午，市国土资源局党员志愿者联合昌江区新枫街
道韭菜园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共 30 余人，在辖
区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问卷调查志愿服务活动。
调查中，工作人员、志愿者深入居民小区、沿街
店面及居民家中发放调查问卷，耐心为社区居民讲
解问卷内容，让被调查人清楚每一选项的含义，做
到每一份问卷调查都真实有效。在问卷调查的同
时，志愿者还向居民宣传“中国梦”、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道德模范”等创建文明城市相关知识，引
导市民增强文明意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参
与到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中来，共建美好家园。此次
志愿宣传活动，共发放问卷 500 余份，不仅让更多的
居民进一步了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意义，也
让更多人了解志愿服务，参与到志愿者队伍中来，
发挥志愿者的引领示范作用。

市路灯管理所
召开背街小巷亮化问题联席会

珠山城管推进
“双创双修”
工作
本报讯 （罗裔 余梦舟） 当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已经进
入冲刺阶段。珠山区城管执法局以问题为导向，强化工作措施落实，攻坚克难、
担当实干，不断把“双创双修”工作推向深入。
坚持依法行政。通过不断深化“721 工作法则”，该局对多次宣传劝导仍不履
行“门前三包”的商户，行使行政处罚权，进行严格执法。在执法过程中，执法
人员以相关法律为依据，细化执法流程、规范执法行为、完善执法监督，强化
“城管+N”的联动，加大执行力度，有效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不断深入。
整治市容秩序。该局对珠山区主次干道、商业街的市容进行实时动态管理，
拆除违章户外高空广告，清理一店多招、乱贴乱挂，纠正占道 （跨门） 经营、作
业，规范非机动车有序停放，强化“门前三包”责任管理，营造整齐、整洁的市
容市貌和环境卫生。
净化环境卫生。该局工作人员深入社区里弄、背街小巷进行“大扫除”，保持
绿地整洁，清理污染杂物，对各类垃圾死角、黑臭水体进行逐一“消单”，彻底洗
净“面子”，提升“颜值”。 同时，强化城区油烟排放、道路烟尘等源头治理，不
断提升城区空气质量，通过网格化管理模式，对餐饮行业进行登记造册，督促规
范餐饮企业 （店） 进行安装油烟净化设备。同时，对区域内的施工单位和砂石场
进行“源头”和“环节”监管，进而实现城区全天候全覆盖监管。

百 日 攻 坚“ 净 化 ”行 动

本报讯 （徐大魏 记者 吴立群 文/图） 11 月 6
日下午，市路管理所联合各街道，围绕解决背街
小巷亮化工作召开“城区背街小巷联席会”，商议
提升路灯照明能力。
会上，该所详细介绍了目前城区背街小巷亮
化工作情况，并就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
说明，就背街小巷路灯安装率、亮灯率等问题与
各街道进行了探讨，各街道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与
意见。该所结合实际情况与提出的意见，制定初
步解决办法，将以提升背街小巷照明功能、促进
“双创双修”工作更好发展为目的，加强社区联
系，增强背街小巷亮化保障能力。该所建立“背街
小巷亮化”微信工作群，将各社区负责人纳入，及
时掌握路灯情况，同时制作 24 小时路灯抢修电话
通讯录，发放给各街道负责人，保证问题路灯及时
解决。下一步，该所将全力做好各项相关工作，保
证背街小巷路灯安装率达 100%，亮灯率达 95%以
上，努力为“双创双修”工作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