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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村加大禁燃宣传力度

里村街道

突出整治重点 优化城区环境
刘翡 本报记者 付裕 文/图
宽敞平坦的道路，干净整洁的路面，独具特色的文化墙，
停放整齐的车辆，环境优雅的街心花园。近日，记者在我市童
宾路、曙光路、新厂路、朝阳路等路段看到，城市生活环境大
为改善。
2018 年以来，珠山区里村街道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狠抓
落实，经过一年的扎实工作，群众素质明显提高，辖区各道
路、小区面貌大为改观，专项整治成效显著。
为确保创建工作有序开展，里村街道加强组织领导，明确
双创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时间安排、方法步骤，并划
分了双创工作责任制，街道主要负责人对各责任区的分管领导
做了严格的要求。协调组织外包公司、志愿服务者团队等相关
单位，统筹各方力量，全面投入到双创工作中来。街道领导班
子要求各责任区负责领导对双创工作进展情况定期汇报，强化
制度约束，推动双创工作步入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
道，确保创建工作按期达标进行。
该街道利用发放宣传资料、悬挂宣传标语、出动宣传车、
散发由街道编写的双创简报、邀请媒体监督采访等形式，全方
位宣传开展双创的目的意义及工作进展情况。约计发放文明手
册 19568 本、环保袋 1000 只及其他双创知识物料 4 万份，新增
制作公益广告宣传栏约 538 处，进一步提高群众知晓率、支持
率、参与率和满意度，形成全城动员、全民参与、全域行动的
浓厚氛围。通过多种方式宣传使广大居民的环境卫生保护意识
和创建优秀国家卫生城市的责任意识明显增强，逐步营造了全
民动手、齐抓共管的工作环境。
为彻底改变街道垃圾堆放严重，居民区公共设施陈旧，道
路破旧的现状，里村街道以“双创”为契机，结合背街小巷改
造项目及小区优化任务，计划性对辖区破损路面、缺失绿化带
及老旧损坏的健身器材等基础设施进行了修复和改造。2018 年
初上报的 21 个工程项目已首先纳入珠山区住建局背街小巷工程
项目库。东方嘉园路小区内路面及下水道，电厂留守处路面及
下水道维修工程，朝阳路、新厂西路、景德大道部分店招外墙
提升工程，城市花园整体环境提升，富春花园二期路面、下水
道及绿化，朝阳岭路面、下水道改建工程等 6 个工程项目已经
完工。去年，里村街道 8 个社区共上报 53 个小区为优化小区，
19 个为有物业的小区，34 个为无物业小区。现阶段陆续成立了
恒业小区、槐树下小区，陶机安置房、陶机 24 栋、城市家园、
城市花园，富春花苑一期及二期、吉马美苑枫情小区、南河小
区等 10 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
里村街道还多次组织党员、志愿者、市民群众等开展百日攻坚
“净化”活动，对街道管辖的各个角落进行了卫生大扫除。集中清理了
辖区内各老旧小区堆积的杂物、垃圾及绿化带垃圾，对严重影响环境
的“牛皮癣”广告进行清刷、复刷。约计清理垃圾死角 795 处、清运
垃圾 2073 车、清刷垃圾广告逾 16 万条。通过长期持续的整治行动使小
区、居民区的面貌焕然一新，有效提升了环境面貌。
在市容秩序监管中，里村街道始终不放松“两违”巡查力度，协

提高环保意识

本报讯（余进 记者 付裕）自全市发布严禁在
城区燃放烟花爆竹规定以来，
昌江区吕蒙乡古城村
多措并举宣传禁止在城区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
该村党支部、村委会高度重视禁止在城区燃
放烟花爆竹这项工作，先后召开了村干部会议、党
员会议、村小组长会议，在各小组张贴宣传标语，
村干部带头签订承诺书。为了加大宣传力度，该
村还投入 6.7 万元资金，在 13 个村小组安装了无
线广播，定时播放禁止在城区燃放烟花爆竹的规
定，并组织巡逻队到各小组宣传巡逻，目前没有一
户村民在村辖区内燃放烟花爆竹。

广场社区宣传禁燃烟花爆竹
本报讯（胡静安 记者 查艳）为了春节期间禁
燃烟花爆竹安全工作落到实处，维护好本辖区的
良好环境卫生和安全意识，近日，珠山区周路口街
道广场社区“一米阳光”志愿者、综治、卫生、计生
专干，联合周路口街道城管、周路口派出所一起，
在辖区内开展上街入户面对面宣传禁燃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把禁燃承诺书及宣传
单送到每个商户及小区居民手中，告知禁放规定
和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并倡导广大居民选择文
明、低碳、绿色、环保的庆祝方式。
本次活动，让更多居民增强禁燃意识，他们纷
纷表示会积极遵守禁燃规定，不燃放烟花爆竹，做
到绿色安全欢度春节。

为了瓷都的蓝天白云，请您遵守禁放规定
大力推进烟花爆竹禁燃禁放

瓷器街社区为居民解难题

调社区与队员衔接，入户排查潜在“两违”。同时对辖区巡查采取
“白+黑”模式，对新增“两违”采取发现一起打击一起的即时工作办
法。同时结合 “公安+城管”联勤执法，充分发挥路长制作用，每周
对辖区内街面秩序以及流动摊贩等市容问题进行集中巡查监管。社区
干部与志愿者协助对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沿街乱挂乱晒及车辆行驶
秩序开展日常维持工作。约计劝导车辆乱停乱放 946 余起、占道经营
716 余起。

共建生态文明

太白园交警中队做好春运准备工作
本报讯 （周晓东 肖斌 记者 付裕） 一年
一度的春运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拉开帷
幕，为进一步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
生，确保辖区春运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
续稳定。连日来，市交警一大队太白园中队
立足实际，结合往年春运期间道路交通特
点，以客运车辆交通违法行为为整治重点，
着力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全力筑牢春运期间
客运车辆道路交通安全防线，确保辖区道路
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活动中，太白园中队通过在辖区汽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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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挂宣传横幅、张贴宣传海报、摆放交通安
全宣传展板、向群众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
等方式，不断增长驾驶员和群众的交通安全
知识，树立文明驾驶和文明出行的安全意
识。同时，该中队依托检查卡点，狠抓客车
违法行为。以通站路、景德大道、梨树园卡
点为重点路段路口，在东站出站口、梨树园
卡点设立临时检查点 2 处，对所有过往客车
超员、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进行严查严管，
并坚持罚教并重的原则，对查获的违规客车
进行现场处罚、现场教育，切实形成高压严

管态势。
除此之外，该中队还加强了路面巡逻管
控。为防止客车出站后上客超员或超员车辆
绕行等违法行为的发生，大队根据客运车辆
行驶路线科学安排勤务，组成机动巡逻小
组，采取错时巡逻、流动巡逻和定点巡逻相
结合的方式，延长巡逻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最大限度缩小客运车辆驾驶人违章空间，严
查 7 座以上客运车辆酒后驾驶、涉牌涉证、
违法停车、不按规定上下客等重点违法行
为，营造春运期间良好的通行秩序。

周 路 口 街 道 打 击“ 两 违 ”零 容 忍

本报讯（杨晓静）
“终于能走这条路了”
“干净不臭了，
孩子们也能在这里玩耍了”……近日，珠山区昌江街道瓷
器街社区辖区内的华鑫楼外围多了很多拉家常的居民，
他们纷纷夸赞社区为老百姓办实事。
华鑫楼建址已有二十年，但开发商在建址时未建下
水管道，楼上居民的生活污水都从六七米高处流下来，导
致华鑫楼外围小弄长年污水横流，影响居民正常出行和
卫生健康。考虑到实际情况，为让居民过个和谐温馨年，
社区立马制定解决方案，多方走访协调。在昌江街道的
领导下、辖区单位卫计委的帮扶及居民的共同努力下，经
过一周的改造，华鑫楼外貌焕然一新，墙美了，路也干净
了，新增的管道仿佛把大家的关系都连接紧密了，之前由
于污水横流问题引发的邻里纠纷随之消失。
此次改造工作为居民解决了实际问题，
拉近了社区与
居民之间的关系，
也让居民们过个和谐、
美丽的新春佳节。

景德镇水务公司为安全供水保驾护航
本报讯（陈思 记者 查艳）为保障春节期间供水管网
的正常运行，景德镇水务公司管网分公司加大夜间对供
水管网巡检频次，为供水安全保驾护航。
针对供水管网埋于地下，漏点不易发现的特点，该分
公司三个巡检队每晚 11 点开始分片对城区道路两侧阀
门、消防栓、各类井室进行全方位、地毯式的走线查勘，重
点巡查项目建设工地沿线的供水管道，利用测漏仪等相
关设备对疑似漏点进行准确定位，查实后第一时间进行
处理，切实做到人员巡查到位、制度落实到位、确保问题
早发现、早处理。
自 1 月份以来，管网分公司平均每天巡检 10 余公里，
巡检阀门等附属设施共计 100 余座，探出暗漏 24 处、明漏
10 处，抢修漏水点 411 处，修复消防栓 19 处，解决 137 个水
压小问题。

珠山东市景区加强安全自查不放松
本报讯（廖传铭）春节前夕，珠山东市景区按照珠山
区旅游部门的要求，对景区内的安全情况进行了自查，以
平安祥和的环境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该景区为了做好安全生产自查，成立了各相关部门
人员组成的检查组，并召开会议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统一
思想，把安全生产放在游客接待工作的首位。检查组成
员到实地，
认真对照 7 条检查内容，
逐一检查。同时，
以防
火安全作为重点整改目标，根据实际情况，拟增加 8 组灭
火器，
并督促消防工程的扫尾。对酒店餐饮的安全作了特
别检查，
杜绝
“三无”
食品进入后厨，
确保游客的饮食安全。

本报讯 （侯景钰 记者 查艳 文/图） 为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占地建
设行为，依法整治乱搭乱建现象，近期，珠山区周路口街道执法中队
在国贸世纪大道开展打击“两违”专项整治行动，对违章建筑实施强
制拆除。此次行动共拆除 5 处违章建筑，总面积约 145 平方米。
拆违现场，周路口街道执法人员规范执法，全程记录执法过
程。通过严厉打击不松懈，让广大群众看到了坚决拆除违章建筑的
决心，不心存侥幸心理。接下来，该街道将继续加大“两违”查处
力度，对打击“两违”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同时，广泛宣传“两
违”知识，营造共同参与严打“两违”氛围，对巡查发现和群众举
报的“两违”问题实行露头就打、出土就拆、打早打小，坚决不让
违建成形，努力实现“两违”整治“零增长、减存量”的目标。

用文明擦亮与世界对话的底色

1 月 30 日，一名来自重庆的外地小伙准备从陶院
新区到三宝游玩，按导航设计的最短路线行驶，结果陷
到泥坑，不能自拔。接到报警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三
大队新厂中队民警迅速出动，经过努力后，终于将车推
出泥坑。 （柳艮才 方晓莲 本报记者 官龙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