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1

市城管局前三季度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任务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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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入实施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行动，让城市魅力精美呈现
（二）精致建设。
1.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开工建
设荷花垄入口西北侧防护绿地、荷花垄
转盘渠化交通改造及长虹立交桥亮化
美化等项目，提升城市进出口通道形
象；加快推进庐山大道、浔南大道、滨 孙金淼
江东路等道路“白改黑”，加快九江洋
街、动力机厂历史街区改造，完成青年
路、前进东路、十里大道等道路建筑立
面整治。

2.建成前进东路互通和陆家垄路
互通，实施滨江路、十里大道等道路内
孙金淼
涝积水点改造，打通学院路延伸线、永
新路延伸线等“断头路”。

市住建局
市城管局
市城发集团
市交发集团
市文旅集团
浔阳区政府
濂溪区政府
八里湖新区管委
会
市住建局
市城管局
市城发集团
濂溪区政府
浔阳区政府
九江经开区管委
会
八里湖新区管委
会

荷花垄入口西北侧新建防护绿地建设项目

2021 年 12 已于 2021 年 4 月开工建设，已完成场地
是
平整，排水管道埋设，石墙基础浇筑，排水
月 31 日
箱涵施工，计划 2021 年 10 月完工。

1.根据市政府安排，我局负责牵头编制九江
市城市内涝治理系统化实施方案。包含规划
文本、汇水分区分析图、现状排水分区图、
2021 年 12 排水设施现状图、易涝点整治方案等。
是
月 31 日
2.开展积水点治理项目。一是十里转盘积水
点整治项目已于 2020 年 8 月开工，累计完
成新建排水管 579m，截水边沟 640m，截止
目前已基本完工。二是滨江路浔阳楼处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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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已开工建设，累计完成新建排水管 205m，
整体形象进展完成 55%。

3.中心城区改造老旧小区 27 个、
孙金淼
背街小巷 157 条。

市住建局
市城管局
浔阳区政府
濂溪区政府
2021 年 12
柴桑区政府
配合住建局完成我局职能范围内的工作。 是
月 31 日
九江经开区管委
会
八里湖新区管委
会

（三）精细管理。

4.推行网格化治理，加强市场化运
作，突出社会化参与，全面提升城市治 孙金淼
理效能。

1.积极推行市场化管理.督促玉禾田公
司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履行好环卫清扫保洁
职责，城区各项环卫清扫保洁工作稳步提
升。一是更新更换一批老旧环卫车辆，增配
了机械化作业车辆，提高了环卫作业机械化
市城管局
2021 年 12 率，也彻底解决因作业车辆老旧带来的二次
各县（市、区）
是
污染问题；二是加强环卫设施设备容貌管
月 31 日
政府
理，组织开展了环卫设施清洁行动，对公厕、
中转站及环卫车辆进行全面清洗清洁；三是
积极开展城区垃圾转运站整治工作，加强站
内卫生管理，加装渗滤液收集设备，确保渗
滤液处理和排放达标，加装喷淋设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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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异味能力；四是在城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了
“五净”工作，即路净、墙净、草净、顶净、
小区净，全面提升了城区环境卫生质量；五
是再次组织了考核人员专项培训，加强督察
人员考核专业化、精细化能力。
2. 推进智慧城管系统建设。一是加快
“智慧城管”建设。由市数字产业公司牵头，
经招标确定了专业公司，编制了智慧城管行
业应用一期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对建
设实施方案进行了初步设计。市信息办已组
织专家对方案进行了评审并获通过，下一步
待财审通过后将由数字公司组织招标，进入
项目建设实施阶段。二是“智慧渣土”管理
系统基本搭建完成，截止 9 月地已有 554
台重型渣土车安装车载智能终端，308 台轻
型自卸货车安装北斗定位装置。通过“人防
+技防+大数据”的智能防控体系，扎实推进
渣土运输扬尘源头管控。
3.将市政局管辖的道路、排水管网分为
四个片区，通过公开招标，选择管养单位，
实行市场化考核，按效付费。同时将市政局
管辖的 147 条道路配备路长，推行市政道路
管理路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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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巩固深化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
李 军
果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成效，深入开展
孙金淼
市容顽疾专项治理。

1. 牵头开展市容顽疾中心城区市容
顽疾综合整治攻坚战，开展“治脏、治乱、
治堵”专项整治。一是督促市场化公司充分
发挥机械化、专业化优势，洗、冲、扫、保
一体化作业，打中心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
达 92.8%，其中主次干道车行道机械化清扫
率接近 100%；二是更新更换一批老旧环卫
车辆，加强环卫车辆车身容貌、车况管理，
彻底解决老旧车辆跑冒滴漏问题；三是积极
开展城区垃圾转运站整治工作，加强站内卫
生管理，加装渗滤液收集设备，确保渗滤液
处理和排放达标，加装喷淋设备，提高除异
市卫健委
味能力；四是在城区范围内全面开展“五净”
市住建局
2021 年 12 行动，即路净、墙净、草净、顶净、小区净
市城管局
和背街小巷环境综合整治，强化背街小巷市
月 31 日
各县（市、区）
容环卫保障，提升城区总体环境面貌；五是
政府
开展了垃圾处理设施环境污染问题大排查
整治专项行动和环卫设施清洁行动，着力解
决环卫设施影响市容问题，规范环卫设施管
理。
2. 加强人行道停车管理。通过前期对
全市道路四次摸底踏勘，我市人行道停车泊
位总数 10789 个,今年计划新增停车泊位
2500 个,清除非法私划停车泊位 414 个。截
止日前，已增划人行道机动车临时停车泊位
1435 个，清除非法泊位 372 个，增设立桩
2268 个，U 型桩 5304 个，施划黄色网格禁
停线 1147.15 平方米。目前施划工作正稳步

推进；
3. 加强户外广告管理。中心城区 66
处工地基本完成了公益广告的安装；4.中心
城区 14 处电子大屏对公益广告进行了滚动
播放
4. 加强渣土运输监管。一是严格审核
建筑垃圾处置申请，上半年共接收处理建筑
垃圾处置申请 126 件，协助市行政审批局审
核处置申请 6 件。二是持续开展中心城区渣
土运输监管督查，督查发现的问题通过城管
通移交辖区城管局处理。三是大力推进“智
慧渣土”管理系统建设，完善“人防+技防+
大数据”防控体系。截止 9 月底，已完成
554 辆重型渣土车，308 台轻型自卸车的车
载终端设备安装工作，所有已备案核准的渣
土车均安装车载终端纳入 24 小时动态监
管。四是严格渣土运输企业考核工作，对渣
土运输车辆实行白名单管理。通过量化考
核，规范密闭运输行为，促进渣土运输行业
良性发展。五是严格渣土消纳场管理。对全
市中心城区渣土消纳场开展排查，现场检查
落实污染防治“六项标准”要求，执行备案
公示制度，截止 9 月底已在市城管局网站公
布 27 批建筑垃圾消纳、回填场所信息。
5. 加强餐饮油烟治理：一是各区城管
部门持续开展餐饮油烟治理工作，各街道执
法人员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及时查处纠正
餐饮油烟问题。二是每月开展一次餐饮油烟

治理情况调度，9 月初调度 8 月份问题排查
和整改进度台账显示，我市中心城区餐饮油
烟产生单位 3296 家，全部安装油烟净化装
置，安装率 100%。三是制定并印发《九江
市中心城区开展室内烧烤、餐饮油烟污染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推动市政府党组“我为
群众办实事”“十项惠民行动”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

6.继续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全面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1.加强组织领导。印发《九江市城管局
2021 年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推进工作方案》；
根据市创建办要求完成了前三季度的创文
材料报送工作；对九江市中心城区城市管理
工作考核办法进行修改完善。
2.切实完成创建工作任务。一是加强人
行道停车管理。已增划人行道机动车临时停
车泊位 1435 个，清除非法泊位 372 个，增
市创建办
根据市创
设立桩 2268 个，U 型桩 5304 个，施划黄色
市创建全国文明
建全国文
城市指挥部各成 2021 年 12 网格禁停线 1147.15 平方米。目前施划工作
明城市指
是
正稳步推进；二是做好创文公益广告宣传。
员单位
月 31 日
挥部成员
各县（市、区）
中心城区 66 处工地基本完成了公益广告的
分工
政府
安装；中心城区 14 处电子大屏对公益广告
进行了滚动播放；三是按照市创建办要求发
放了 367 册《九江市民文明手册》；四是定
期组织城管进社区活动， 共举办了 4 次，
共计 158 人次参与，宣传垃圾分类知识，营
造全民参与文明创建氛围；五是迎检期间安
排城管局开展全员上路值守工作，规范人行
道停车，将其作为常态化管理工作；积极参

与市创建办组织的志愿值守活动， 规范交
通路口行为规范，共计 148 人次参与。

7.全面施行物业管理条例，推动出
孙金淼
台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环境卫生管理条
严盛平
例。

1.按照《九江市立法条例》的要求，成
立了起草机构，制定印发了条例起草的工作
方案，明确了实施步骤、时间节点、责任分
工和工作要求。完成了《九江市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送审稿）起草工作。
2.广泛征求意见，开展考察调研。多次
到基层召开市辖区城管、街道、社区、市场
化公司等参加的调研座谈会，书面征求县市
区政府（管委会）、有关市直单位、相关单
市司法局
位、城管系统的意见建议。
市住建局
3.经 5 月 8 日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
2021 年 12
市水利局
过，《九江市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草案）是
市城管局
月 31 日
以市政府议案形式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各县（市、区）
5 月 26 日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35 次全
政府
体会议上，市城管局负责人向会议和人大常
委会代表报告了《条例》草案起草过程和说
明，市人大常委会进行了第一次审议，九江
市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作了《九江市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草案）》的审查报告。
7 月和 9 月，市人大常委会分别进行了第二
次、第三次正式审议。目前正在完善条例文
本，预计条例四季度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
出台。

8.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加快建立完
孙金淼
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转运、处

1.加强组织领导。出台《九江市城市生
2021 年 12
市城管局
是
活垃圾分类 2021 年工作要点》《九江市中
各县（市、区） 月 31 日

理系统，完成省下达的城市居民垃圾分
类覆盖率、回收利用率年度指标。

政府

五、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放大绿色生态优势
（一）持续打好三大保卫战。

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亭奖补方案》，制定《九
江市生活垃圾分类督导员管理实施细则》、
《九江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设置规范》。
2.加强宣传培训。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进
社区、进校园等宣传活动，对生活垃圾分类
的相关从业人员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建立九
江垃圾分类公众号，中心城区共开展宣传培
训 200 余场。
3.逐步扩大生活垃圾分类覆盖范围。各
区在打造街道示范片区的基础上，逐步扩大
生活垃圾分类覆盖范围，全市中心城区开展
生活垃圾分类的小区共有 80 个。
4.完善督查考评机制。制定《九江市中
心城区 2021 年度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方
案》，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完善的
督查考评方案，并对各区开展了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评，并计划将
市直单位、学校纳入考评体系，推动公共机
构各项工作落实

9.打好蓝天保卫战，以系统思维推
动大气污染防治，完善“人防+技防+大
数据”防控体系，加强工业废气、城市 张荣先
扬尘、机动车尾气、餐饮油烟、露天焚 孙金淼
烧等重点污染源管控，推动细颗粒物和 李小平
臭氧协同治理，持续改善空气环境质
量。

10.打好碧水保卫战，加大水环境
治理力度，完成两河流域综合治理，大
力推进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二期、
沙河“一河两岸”提升改造、芳兰湖水
环境治理二期等项目建设，强化污水处
孙金淼
理及配套设施建设、管理、运营，深入
开展水污染溯源分析，狠抓长江和鄱阳
湖排口整治，深入推进河湖“清四乱”
常态化、规范化，确保“一湖清水入江、
一江清水东流”。

1.“智慧渣土”管理系统基本搭建完成。截
止 9 月底已有 554 台重型渣土车安装车载智
能终端，308 台轻型自卸货车安装北斗定位
装置，场站设备已调试完成并进入推广使用
阶段，已在 3 个工地安装使用。已建立落实
市生态环境局
渣土消纳场备案公示制度；扎实做好渣土处
（牵头）
置核准后的事中事后监管工作。通过“人防
市工信局
2021 年 12
+技防+大数据”的智能防控体系，推进渣土 是
市城管局
月 31 日
运输全过程扬尘管控。
市公安局
各县（市、区）
2.各区城管部门开展常态化餐饮油烟治理
政府
工作，及时查处纠正餐饮油烟问题。9 月初
调度 8 月份问题排查和整改进度台账显示，
我市中心城区餐饮油烟产生单位 3296 家，
全部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安装率 100%。
1.两河（十里河、濂溪河）流域污水综合治
理工程已完成 93%，两河地下污水处理厂已
经通水运行，2 座调蓄池正在进行配套管网
市生态环境局
施工，2 座调蓄池已通水运行，河道清淤、
（牵头）
护岸已完成，新建截污管道 19.8km，截污
市城管局
管道及二级管网修复 21.5km；已完工 53 个
2021 年 12
市水利局
小区管网雨污分流改造，累计完成管网
是
市城发集团
月 31 日
109km。
柴桑区政府
2.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二期已开工
其他县（市、区）
建设，市政府采用 PPP 模式，引才引智，与
政府
三峡集团合作开展中心城区水环境系统综
合治理工作，目前一期项目已基本完工，二
期项目已经开建设，已完成新建修复管网

28 公里，餐厨垃圾与污泥处置工程正在施
工。

11.建成运行都昌垃圾焚烧发电项
孙金淼
目。

市城管局
都昌县政府

制定《关于都昌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整改工作方案》，明确完成时限，倒排工
2021 年 12 期计划，细化建设目标节点，及时调度通报。
是
月 31 日
每星期前将整改进展情况上报市纪委。工程
项目已于 8 月底建成并试运行，目前正在进
一步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