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1

市城管局上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任务进展情况
目标任务

责任领导

责任部门

完成时限

上半年进展情况

是否按序
时进度推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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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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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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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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m，整体
形象进度完成 85%，计划于 2021 年 8 月底
2021 年 12
完工。
是
月 31 日
2.滨江路浔阳楼处积水点已开工建设，累计
完成新建排水管 205m，整体形象进展完成
55%。

目标任务

责任领导

3.中心城区改造老旧小区 27 个、
孙金淼
背街小巷 157 条。

责任部门

完成时限

上半年进展情况

是否按序
时进度推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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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城管局
2021 年 12
批老旧环卫车辆，加强环卫车辆车身容貌、是
各县（市、区）
月 31 日
车况管理，彻底解决老旧车辆跑冒滴漏问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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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除异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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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任务

责任领导

责任部门

完成时限

上半年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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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已有 546
台重型渣土车安装车载智能终端，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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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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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卫健委
挥机械化、专业化优势，洗、冲、扫、保一
市住建局
2021 年 12
体化作业，打中心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
市城管局
月 31 日
92.8%，其中主次干道车行道机械化清扫率
各县（市、区）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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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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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度推
进

目标任务

责任领导

责任部门

完成时限

上半年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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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除异味
能力。四是加强对人行道机动车违停查处，
合理增加人行道上停车位、增加拦车桩等装
置的数量；五是对城区在建工地围挡公益广
告情况进行摸底排查，目前城区共有 65 个
在建工地。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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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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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
已完成 545 辆重型渣土车，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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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已在市城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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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目标任务

责任领导

责任部门

完成时限

上半年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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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公布 4 批建筑垃圾消纳、回填场所信
息。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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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初调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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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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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九江市城管局 2021 年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推进工作方案》。2.对九江市中
心城区城市管理工作考核办法进行修改完
市创建办
根据市创
善并发至各区城管部门征求意见；3.拟定九
市创建全国文明
建全国文
城市指挥部各成 2021 年 12 江市城管局文明积分活动方案（征求意见
明城市指
是
稿）4.对城区在建工地围挡公益广告情况进
员单位
月 31 日
挥部成员
各县（市、区）
行摸底排查，目前城区共有 65 个在建工地。
分工
政府
5。对城区人行道拦车桩和停车线进行摸底
排查，确认需要增划标线和增设桩杆的路
段，为下一步施工做好准备。

目标任务

责任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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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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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部门

完成时限

上半年进展情况

是否按序
时进度推
进

（一）立即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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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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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司法局
关单位、城管系统的意见建议。
市住建局
（三）5 月 26 日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
2021 年 12
市水利局
会第 35 次全体会议上，市城管局负责人再 是
市城管局
月 31 日
次向会议和人大常委会代表报告了《条例》
各县（市、区）
草案起草过程和说明，市人大常委会进行了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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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5 月 26 日，市人大
常委会已经完成相关调研和第一次审议，7
月底进行市人大常委会第二次正式审议。

1.制定年度工作要点和工作规范。根据
2021 年 12
市城管局
是
《江西省生活垃圾分类 2021 年工作要点》
各县（市、区） 月 31 日

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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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领导

责任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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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时限

上半年进展情况
制定并出台《九江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2021 年工作要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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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开展生活垃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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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半年中心城区共开展宣传培训 100 余场，市
垃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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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个。
4.完善督查考评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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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开展了第一季度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评，
并计划 7 月初进行第二季度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考评。

是否按序
时进度推
进

目标任务

责任领导

责任部门

完成时限

上半年进展情况

是否按序
时进度推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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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智慧渣土”管理系统基本搭建完成，
截止 6 月 30 日已有 546 台重型渣土车安装
车载智能终端，108 台轻型自卸货车安装北
市生态环境局
斗定位装置。通过“人防+技防+大数据”的
（牵头）
智能防控体系，扎实推进渣土运输扬尘源头
市工信局
2021 年 12 管控。
市城管局
是
2.各区持续开展中心城区常态化餐饮
月 31 日
市公安局
油烟整治行动，截止 5 月 31 日共排查餐饮
各县（市、区）
服务单位 3273 家，油烟净化装置安装率
政府
100%，各区城管部门加大了对油烟直排投诉
处理和执法检查力度，通过加大人防力度巩
固治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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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河（十里河、濂溪河）流域污水综合
治理工程已完成 90%，两河地下污水处理厂
已经通水，）4 座调蓄池正在进行设备调试，
市生态环境局
河道清淤、护岸已完成，新建截污管道
（牵头）
19.8km，截污管道及二级管网修复 21.5km；
市城管局
2021 年 12 已完工 45 个小区管网雨污分流改造，累计
市水利局
是
完成管网 102km。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二期
市城发集团
月 31 日
柴桑区政府
项目已开工建设，滨江路截流井改造、十里
其他县（市、区）
大道（南山路~濂溪河）段、金鸡坡片区、
政府
曹家山片区、威家镇管网改造正在施工，累
计完成新建改造管网 13.5 公里，城镇污泥
和餐厨垃圾处理处置工程已进场施工。

目标任务

责任领导

11.建成运行都昌垃圾焚烧发电项
孙金淼
目。

责任部门

市城管局
都昌县政府

完成时限

上半年进展情况

是否按序
时进度推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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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计划，细化建设目标节点，及时调度通报。
2021 年 12 每星期前将整改进展情况上报市纪委。工程
是
月 31 日
项目接近尾尾声，正在进行运营前期准备工
作 ，组织生活垃圾运输车司机卸料操作和
安全培训等岗前培训工作。督促都昌县政府
力争项目在八月底投入使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