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10 月，景德镇市召开
了全市“五城同创”动员大会，会议
要求，要把它作为一项服务群众的
民心工程、吸引客商的信心工程、
检验干部的作风工程、繁荣一方的
发展工程全力推动，一场空前的城
市环境综合整治序幕正式拉开。

2017年2月，景德镇市召开了
全市城乡环境大整治动员大会。会
议强调，不能让景德镇的“贵气”，
掩埋在泥巴里，城乡环境大整治要
城乡联动、城乡一体，让城市不仅
形象美，还要功能美、文明美，做到
城市美、乡村美，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

2017 年 10 月，景德镇市召开
全市“双创双修”千人动员大会，号
召全市上下全面进入“双创双修”
阶段，奋力创造“双创双修”速度，
努力塑造“双创双修”精神，全力实
施“三个五”战略行动、奋力打造一
座与世界对话的城市。

过去三年，对景德镇这座具有
千余年历史的城市来说，是不寻常
的三年，是激情燃烧的三年，是脱
胎换骨的三年。

三年来，全市各级以“五城同
创”、“环境大整治”、“双创双修”等
为载体，以山体生态修复、水系生
态治理、增加城区绿化、历史城区
保护、补足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风
貌六大行动为抓手，把民生作为各
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城市品
质不断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不
断提高。一座有颜值、有高度、有深
度、有温度的国际瓷都初具雏形。

“坚持以增加人民福祉为目
的，着重开展问题集中、社会关注、
生态敏感地区和地段的修补修复，
改善环境质量”。

“补齐短板、完善功能，统筹优
化我市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
施布局，大力完善垃圾中转站、公
共厕所、社区菜市场、物流配送等
服务点”。

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新期待、新要求，人本思想在近年
来景德镇城市治理中得到了充分
体现。以“双创双修”为契机，六大
行动在瓷都城乡协调快速推进。

——山体生态修复行动，加强
对城市山体自然风貌的保护，严禁
在生态敏感区域开山采石、破山修
路、劈山造城，注重对自然风貌、自
然地形的保护。根据城市山体受损
情况，因地制宜采取科学的工程措
施，消除安全隐患，恢复自然形态，
突出低山丘陵地带的宜人特色。保
护山体原有植被，种植乡土适生植

物，重建植被群落，保护好山体的
原生态。在保障安全和生态功能的
基础上，探索多种山体修复利用模
式。

——水系生态治理行动，全面
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系统开展
沟河水系的整治提升。加强对城市
水系自然形态的保护，避免盲目截
弯取直，禁止明河改暗渠、违法取
砂等破坏行为。结合防洪排涝措
施，综合整治城市黑臭水体，全面
实施控源截污，强化排水口、管道
和检查井的系统治理，科学开展水
体清淤，恢复和保持河湖水系的自
然连通和流动性。保护好历史水
系，适当恢复1至2条有条件的历
史水系，因地制宜改造渠化河道，
恢复自然岸线、滩涂和滨水植被群
落，增强水体自净能力。

——增加城区绿化行动，推进
绿廊、绿环、绿楔、绿心等绿地建
设，构建完整连贯的绿地系统，按
照居民出行“300米见绿、500米入
园”的要求，优化城乡的开放空间
布局。通过拆迁建绿、破硬复绿、见
缝插绿等，安排建设一批口袋公
园、袖珍绿地，拓展绿色空间，提高
城市绿化效果。因地制宜建设湿地
公园、雨水花园等海绵绿地，对老
旧公园提质改造，提升存量绿地品
质和功能。

——历史城区保护行动，加强
历史城区保护，做好风貌协调地区
的城市设计，保护瓷都历史文化，
更好地延续历史文脉，展现城市风
貌。采取小规模、渐进式模式更新
改造历史城区，保护历史城区传统
格局及空间肌理，力争2年内使历
史城区的传统城市风貌得到初步
恢复。加快推动工业遗存的功能置
换，合理活化利用工业遗存，优先
将旧厂房用于公共文化、公共体
育、养老和创意产业。确定并公布
历史建筑，改进历史建筑保护方
法，加强城市历史文化挖掘整理，
传承优秀传统建筑文化。

——补足基础设施行动，优化
交通空间布局，推行“窄马路、密路
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打通断
头路，形成完整路网，提高道路通
达性。加大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公
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的力度，大力
完善城市给水、排水、燃气、供热、
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加快老旧
管网改造，有序推进各类架空线入
廊。加强污水处理设施、垃圾处理
设施、公共厕所、应急避难场所建
设，提高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推进
土地集约混合使用，增加商业商

务、创新创意等城市功能，统筹建
设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城市公
共设施，完善社区菜市场、便利店、
养老、物流配送等配套服务设施。

——提升城市风貌行动，优化
城市色调协调，加强对城市色彩的
规划设计管理，开展临街立面相关
规划课题研究，合理控制中心城区
天际线，扩大城市公共开放空间，
使城市街道空间环境得以连贯，慢
行系统空间得以提升。做好城市亮
化建设，重点推进“昌江百里风光
带”滨水岸线亮化、珠山路等市区
主干道和重要建筑亮化工程。

2017年，围绕“六大行动”，本
着“治病补短，惠及民生”主旨，景
德镇重点推进了有实效、有影响、
可示范的“城市双修”项目40个，总
投资223亿元。2018年，全市再推相
关项目32个，总投资210亿元。

昌南湖西河水系综合治理项
目，是景德镇市实施治山理水、显
山露水、提升城市形象的第一项城
市环境综合治理建设工程。项目通
过对西河沿岸鲤鱼洲、陶金岭、老
石岭村等低洼易涝地区的整体搬
迁、河道整治和沿河景观的建设，
新增生态水面 1000余亩，修复裸
露山体 37000 平方米，项目实施
后，不仅解决了原地区的内涝问
题，而且形成了洪源至新平桥沿线
约8公里长，集生态、游憩、文化于
一体的滨河景观带。

背街小巷整治提升项目，本着
“整洁、整齐、整治”的原则，按照
“路平、水通、灯亮、线齐、墙美”的
要求，全面清理破烂、破损、破旧的
市政设施，计划实现背街小巷整治
改造 660 余条。截至目前，总计投
入资金 1.5 亿元，完成背街小巷改
造工程 440 余个。

宝石码头修复项目，以“治山
理水、显山露水”为目标，以生态优
先的原则进行设计，在保留自然生
长树木的基础上，改造垃圾堆放、
杂草丛生、山体破败的码头周边环
境，形成滨水、绿地、生活和谐共生
的景观环境，项目占地约8万平方
米，包括宝石码头和宝石公园两部
分，共铺设草坪50000平方米，麻
石、条石、青石板台阶约11000平方
米，栽种树苗约7500平方米，为市
民休闲游憩、观赏娱乐提供了又一
良好的场所。

……
随着这一个个惠及民生项目

的先后竣工，生活在这座城市的群
众从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生活
得如此方便、舒心与美好。

惠民生提品质 国际瓷都幸福漾
□ 本报记者 邹宝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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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欢迎您景德镇欢迎您！”！”1212月月33日日，，热情热情、、开放的开放的
景德镇景德镇，，又一次以对话世界的胸襟又一次以对话世界的胸襟，，盛情接纳盛情接纳
纷至沓来的八方宾客纷至沓来的八方宾客。。

下午下午44时许时许，，紫晶宾馆的大厅里逐渐热闹起紫晶宾馆的大厅里逐渐热闹起
来来，，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人““小豹小豹””站在大厅门口站在大厅门口，，接待着来接待着来
自全国各地准备参加自全国各地准备参加1212月月44日生态修复城市修日生态修复城市修
补景德镇现场会暨试点经验交流会的来宾们补景德镇现场会暨试点经验交流会的来宾们。。

登记登记、、领取资料……一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领取资料……一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不少来宾报到后就迫不及待地阅读手中不少来宾报到后就迫不及待地阅读手中

的会议资料的会议资料，，或邀约围坐或邀约围坐，，彼此间讨论的话题彼此间讨论的话题
离不开城市离不开城市““双修双修”。”。据了解据了解，，这次会议汇聚了这次会议汇聚了
近近200200位全国城市位全国城市““双修双修””建设的专家和精英建设的专家和精英，，
一同交流城市一同交流城市““双修双修””工作的经验做法工作的经验做法，，汇聚磅汇聚磅
礴力量礴力量，，碰撞思想火花碰撞思想火花。。

来自南京市规划局局长叶斌洋溢着舒畅来自南京市规划局局长叶斌洋溢着舒畅
的心情说的心情说：“：“这是我第一次来景德镇这是我第一次来景德镇，，印象中景印象中景
德镇是一个山清水秀德镇是一个山清水秀、、历史悠久的城市历史悠久的城市，，一路一路
走来走来，，感觉景德镇生态很好感觉景德镇生态很好，，让我感受到了景让我感受到了景
德镇生态修复工作的成果德镇生态修复工作的成果。”。”

““我已经来景德镇多次了我已经来景德镇多次了，，每一次来都感每一次来都感
受到景德镇的变化受到景德镇的变化。”。”中国建设报驻江西记者中国建设报驻江西记者

站站站长王纪洪赞扬地说站长王纪洪赞扬地说，“，“这次来景德镇这次来景德镇，，我我
感觉比去年全省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现场感觉比去年全省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现场
推进会的时候又有了明显的变化推进会的时候又有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在特别是在
城市修补方面城市修补方面，，社区管理和配套更加齐全社区管理和配套更加齐全，，道道
路规划更加合理路规划更加合理，，交通管理更加科学交通管理更加科学，，对不少对不少
公共场所和河流水系都进行了改造公共场所和河流水系都进行了改造，，随处可随处可
见城市见城市‘‘双修双修’’的的‘‘景德镇速度景德镇速度’。”’。”

不管是以城市风貌特色为研究
重点，提升城市形象品位的《景德镇
市总体城市设计及风貌控制规划》，
还是以历史城区保护更新、市政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交通为研究重
点的《景德镇市城市修补专项规划》，
景德镇市在制定城市“双修”规划中，
始终坚持以民生为导向，始终把保障
和改善民生作为规划编制与研究工
作的首要任务，在城市设计和城市修
补中补齐城市“短板”，完善城市功
能。

在城市设计上，景德镇市对城市
入口东南西北四大门户等节点地区
优化城市设计，编制完成了五龙山公
园、中央森林公园、佛手湖公园、松涛
公园规划设计方案。邀请专家设计城
市的地标LOGO-“CHINA·景德镇”，
通过“城是一幅景，景是一座城，景区
城市化，城市景区化”的理念，来打造
现代城市景观工程。

在城市修补中，景德镇市针对城
市交通“东西不畅，南北不通”的历史
遗留问题，对中心城区26条断头路
的走向、路幅等技术问题进行了充分
调查和研究，启动了206国道（丽阳-
唐英大道）及生态路改造、景德大道
延伸段、陶阳西路、戴家弄延伸段等
城市道路建设。利用城区14块闲置
零散土地建设社会停车场，有效缓解
了中心城区道路拥堵和停车难问题。
与此同时，启动了人民广场周边路
段、珠山西路、新厂路、翠云路、景东
大道沿路建筑立面与主干支道环境
的改造，引导城市建筑与历史风貌相
适应。

2018 年 9 月 30 日，景德镇市新
建洋湖水厂、十条城市主次干道以及
三座体育场馆全部投入使用。这些一
年前还是城市“双修”规划蓝图中的
项目，如今都在城市“双修”中结出了
硕果。这不仅是为这座城市的人民送
上的一份沉甸甸民生厚礼，更是吹响
了“打造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新
号角。

汇聚城市汇聚城市““双双修修””磅礴力量磅礴力量
———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景德镇现场会暨试点经验交流会报到侧记—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景德镇现场会暨试点经验交流会报到侧记

□□ 本报记本报记者者 熊希伦熊希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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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一座千百年来窑火不息的名城。
步入新的时代，景德镇市该如何打造一座与

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近年来，景德镇市以国际

视野重新审视自己，牢牢抓住科学规划这个龙
头，引领城市建设高质量、跨越式转型发展。
2017 年 3 月，景德镇市被国家住建部列为第二批

城市“双修”试点城市，全市上下群情振奋，高
昂科学规划龙头，全力擘画“与世界对话的国际
瓷都”新蓝图。

规划是发展的大纲，好的规
划是最大的财富。一年多来，景
德镇市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全面
系统梳理归纳城市生态环境和
历史文化的特点，确定开展城市

“双修”的区域。在发挥自身规划
队伍作用的同时，聘请了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北京清华
同衡城市规划设计院专家学者
共聚瓷都，高起点、高标准、高质
量参与编制城市“双修”专项规
划，明确了景德镇这座城市的近
期、中期、远期的发展定位。

规划蓝图的制定是严谨和
细致的。从开展生态环境和城市
建设调查评估开始，专家学者团
队不辞辛劳，日复一日地奔赴在
城乡各个角落，对景德镇市的四
大水系、六大山体以及新老城区
都进行了细致的调查评估，俨然
为这座千年古镇做了一次全面

“体检”。通过广泛地征求市民意
见，开展网上公众参与，梳理出
生态环境受损、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环境卫生差等突出问题。由
此，基本明确了景德镇市城市

“双修”的工作重点所在。在整理
海量的第一手数据、资料之后，
规划专家学者陆续拿出了《景德
镇市总体城市设计及风貌控制
规划》、《景德镇市生态修复专项
规划》、《景德镇市城市修补专项
规划》。

为强化规划技术指导，景德
镇市还专门组建了双修技术营，
由12家顶级设计单位30多名专
家和技术人员组成，涵盖城市建
设领域中的城市规划、山体修
复、水系治理、道路交通、市政管
线、园林绿化、遗产保护、建筑设
计共八大专业，制定了《景德镇
市山体修复技术导则》等技术指
导文件，旨在为景德镇的城市

“双修”建设项目的实施保驾护
航。

如果说山是城市的脊梁，那么
水就是城市的血脉。让工作、生活在
瓷都景德镇的人们欣喜的是，以山、
水为规划研究重点的《景德镇市生
态修复专项规划》并不是一张张规
划图纸，而是一幅幅活生生出现在
眼前的实景。

——“昌江百里风光带”新景如
画。项目北起位于浮梁县的浯溪口
水库，南至高新区境内的航空小镇。
沿江山水自然风光和景德镇人文景
观串接在一起，把城市和乡村联起
来，犹如一条蜿蜒流动百里的玉带。
沿江现已初步建起南门渡、浮梁段、
宝石码头、南河蓄洪湖公园等生态
景观。

——“西河治理项目”全新亮
相。仅仅52天，景德镇人一鼓作气
完成了多达600多户、共计22万平
方米建筑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征
拆任务。昔日十年九涝的低洼地段，
如今已变身为一个千亩的昌南湖和
西河湾湿地公园，城市增添的这一
重要景观，成为广大市民休闲和游
客观光的新去处。

——“枫树山国家森林公园改
造”旧貌换新颜。短短8个月，景德
镇市搬迁3个单位、192户居民，修
复了4.2万平方米山体，将昔日荒芜
的游乐园、沿街陈旧店面群精心改
造，新建成一个占地1000多亩的“山
水瓷韵、灵秀文润、生态幽雅”的城
市“绿心”。不仅如此，景德镇市还在
城市中心区域陆续改造建设了五龙
山公园、松涛公园、王家坞公园、宝
石公园等10多个城市公园。

——城市绿化提速升级。景德
镇市在全城开展了“拆墙透绿、见缝
插绿、退硬还绿、拆迁建绿”大行动，
还实施了迎宾大道、金岭大道、景东
大道等一批城市主干道路的绿化提
升工程项目，城市新增绿地100多万
平方米。看得见山，望得到水，记得
起乡愁，对景德镇人来说，已不再是
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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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通的高速公路景德镇南收费站就像是景德镇的南大门新开通的高速公路景德镇南收费站就像是景德镇的南大门，，改变改变
了景德镇的对外交通格局了景德镇的对外交通格局。。 （（邵光辉邵光辉 摄摄））

重新规划的路网打通了城市“任督二脉” 整体规划后的三宝国际瓷谷“十里花溪”绿意盎然 改造后的瓷都大道迎宾大道路口秩序井然

社区邻里中心智能便捷社区邻里中心智能便捷

新落成的灯光球场和景东游泳馆为市民休闲健身提供了新去处新落成的灯光球场和景东游泳馆为市民休闲健身提供了新去处

地下综合管廊开启了景德镇市政基础设施新时代地下综合管廊开启了景德镇市政基础设施新时代

西河湿地二期暨体育公园项目正逐步成为展示景德镇山西河湿地二期暨体育公园项目正逐步成为展示景德镇山、、水水、、城风貌共融的城市绿廊城风貌共融的城市绿廊。（。（邵光辉邵光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