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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C02 重点策划重点策划

早在8月11日，九江镇就召开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进一步动员

各部门聚焦聚力,集中攻坚,奋力推进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确保取得良好成

绩。

会议要求，各职能部门要强化责任

担当，知短板补漏洞，坚持狠抓作风、统

筹推进，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

强化舆论宣传、发动全民参与，严肃督查

督导、增强工作实效，为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提供坚强保障。

同日，九江镇党委书记徐永强、党委

委员卢明率领相关部门对创文工作开展

督导检查。徐永强在检查中表示，全镇要

上下一心，形成强大合力，持续加大创文

短板攻关提升力度，巩固文明创建成果。

“全镇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化认识，坚

定信心、合力攻坚，全力推进创建全国文

明镇各项工作。”徐永强表示，要压实责

任，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协调配合，进一

步提升城市管理效能和水平。各督导组

要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

位。对创文工作中出现的突出问题采取

专项措施，开展专项行动，狠抓落实，提

高居民幸福感。

在推动创文工作过程中，九江镇始

终注重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带

头作用，助力文明城市建设，先后多次

举办各类创文活动。如组织党员志愿

服务队伍积极入户宣传创文知识；各党

支部带头参加爱国卫生运动，清洁家

园；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平台，在小

区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党员志愿者

将垃圾分类知识送到街坊家门口；组织

回社区报到的在职党员、巾帼志愿者等

力量，全方位清洁主次干道、人行道、房

前屋后、河涌等区域……

文明创建等公益

宣传广告随处可见，

融入城市的景观小

品、雕塑成为靓丽的

风景线,斑马线前文明

礼让的暖心画面映入

眼帘,农贸市场和背街

小巷跟脏乱差说再见,一位位志愿者在基层一线

化解居民烦心事……这一切源自九江在创文中

的不懈努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带来的是城市面貌、环

境秩序、服务管理、市民文明素质的变化,城市品

位提升了,生活环境改善了,市民的幸福指数自

然越来越高。

文明的力量,温暖感动着每一位九江人,也

激发和凝聚着这座城市的力量。

数读九江创文

第三季度至今，九
江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共

组织执法行动56次，

出动执法人员212人
次，检查在建工地22
个，检查受纳点8个；

设卡查车共 16次，查

处违法运输车辆2台，

处罚金额1.5万元。

每天早上7:30
至9:00、傍晚17:00
至18:30，在镇内 10
大主要交通灯路口设置

42个交通督导岗，组
织机关党员志愿者带头
站岗，开展文明交通劝
导志愿服务。

截止 9 月 15 日，

九江镇有3497人次
参与志愿活动，开展志

愿 活 动 数 2222 场
次，志愿服务总时长：

36105723 小 时 ，
有效统筹志愿服务队
伍及个人积极配合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在吴家大院、沙口
社区、儒林广场、洛浦
路、九江大道、教育路、
沙头文体公园、华光公
园等主要干道、公园、

村居新建 10 个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小品。

在九江镇全民创文热潮中，街头

巷尾的志愿者是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重要交通节点、公园、

广场、车站等公共场所都

能看到志愿者无私奉献

的身影。

海寿码头一座小

岗亭引起很多人的关

注。在这里，经常看到

身穿黄马甲、头戴小黄

帽的志愿者提供宣传咨

询、公共文明引导、手机充

电、应急药箱、小家电维修、

垃圾分类知识普及等服务。据

悉，九江海寿码头·志愿V站开站至

今已有六年时间，恒常化的服务项目

惠及广大市民。

九江镇团委相关负责人说：“广

大党团员干部、单位职工、市民群众

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很高，目前九江

镇组建了各式各样的志愿服务队共

108支，通过开展文明旅游、文明交

通、文明上网、社区服务等各种活动，

助力九江镇的创文工作。”

志愿服务理念在九江已经深入

人心，越来越多市民加入志愿者行列

中。截至目前，九江镇内志愿者累计

有 2.86万人，志愿者人数占镇常住

人口比例超过20% ，注册志愿者每

年人均参加志愿服务的时间为6.18

小时。

九江类似的志愿服务很多，他们

有的像海寿码头·志愿V站志愿者一

样，提供文明引导服务，有的分散在

街道小巷，从事义务保洁，有的在交

通岗位上引导市民文明出行，还有的

到公园、社区进行文明宣传。

在九江镇沙头中心小学门口，每

到上学、放学时分，由社区志愿者组

成的“护校队”总是准时出现在校门

口，协助指挥交通，减少交通拥堵，守

护学生平安上学路。

这些志愿者风雨无阻、甘愿奉

献的精神感动了许多家长、学生。

“自从有了志愿者参与协助指挥交

通后，孩子过马路的安全有了保

障。我们衷心感谢这些无私奉献、

默默付出的志愿者们。”学生家长吴

女士道出很多家长的心声。

九江镇团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九江镇持续推进志愿服务组织规

范化、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如为推

进文明交通，交警部门派出骨干交警

对志愿者进行专业培训，连日来累

计 3960人次志愿者分散在镇内各个

交通岗位上为市民提供服务。

“大家的努力是看得到的！”正在

信基广场附近公交站候车的曾小姐

说，她于2007年搬来九江，眼见着这

里的交通环境越来越好。“以前有些

开摩托车的人到处窜，很危险。”她

说，现在交通秩序明显提升，出行更

有安全感。

“新冠肺炎疫情袭来，84岁的钟

南山院士再度出征，白衣战士千里逆

行奔赴武汉，医务人员、公安干警、新

闻工作者坚守岗位……”秋季新学

期，九江镇初级中学以全国人民众志

成城战疫情的伟大实践作为最生动、

最现实、最深刻的素材，激励新同学

以乐观、感恩的心态迎接崭新的初中

生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贡献青春力量。

“咱们整座城市正在为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努力，作为新时代的中学

生，应该怎么做呢？”老师铿锵有力的

发问在教室里回绕。“在疫情到来时，

我号召家人不出门、勤洗手，现在我

劝导家人少开车、多走路，养成绿色

出行好习惯。”讲台下，一名学生站起

来回答道。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九

江镇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重

要作用，动员大家积极参与文明城市

创建，形成“人人参与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的良好氛围。同时，九江镇各

中小学还向家长发出自觉践行规范、

推动城市建设，提升自身素养、参与

志愿服务等号召，进一步夯实并提升

“小手牵大手共建文明城”活动实施

效果。

此外，九江镇开展少年宫改造提

升工程，对华光中学少年宫、上东小

学少年宫的教室、功能室等硬件方面

进行改造布置工作，根据华光中学创

客空间的设计要求，在原来场室的基

础上改造建设一个能容纳创客社团

开展活动的创客空间，以进一步提升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创文明齐参与
城市美风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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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多管齐下巩固创文成果，在改善城市

环境的同时提升市民幸福指数

九江多管齐下巩固创文成果，在改善城市

环境的同时提升市民幸福指数

在洛浦路红绿灯处，一名市民驾驶

摩托车等候红绿灯，车辆已越过标识

线。“麻烦你退回标识线，按交通规则行

驶。”交警见状，马上提醒他遵守交通规

则。在另外一边，有个别市民驾驶电动

自行车不戴头盔，交警也在安全的提前

下，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并再三督促

他们上路就要戴头盔。

从9月12日起，九江交警中队取消

周六日休假，组织所有警力兵分三路，

开展交通秩序劝导、宣传和整治工作。

一组协同城管部门联合执法，对占用公

共停车位等行为进行清理；一组开展停

车秩序整治，对车辆乱停放行为进行巡

查、劝导、执法；一组在两个中心城区主

要路口开展交通劝导、教育和宣传活

动，纠正不文明交通行为。

九江交警中队负责人表示，对于城

市交通文明，交警部门将在今后延续该

模式，常态化地抓清理、抓整治、抓劝导、

抓宣传，机制化地创建并维护辖区文明

的交通秩序。

除了交警外，九江多个部门也行动

起来，各司其职、齐心协力，全力做好创

文工作。其中九江镇综合行政执法办

则针对违规施工的工地、渣土排放（消

纳）场和渣土运输车辆，尤其是夜间违

规施工噪音扰民等现象开展进行专项

整治，对拒不整改、严重污染和扰民的

工地实施重罚。

12日，九江镇综合行政执法办执法

人员开展工地和渣土车辆巡查工作，

在一处在建工地当场查扣两辆违规运

输的渣土车辆，有力地震慑了一些抱

有侥幸心理的工地、运输单位和个

人。九江镇综合行政执法办有关负责

人表示，接下来，将持续保持对在建工

地和渣土车的严查高压态势，确保整治

长效化，不断提升城市品质，打造宜居

宜业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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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芝强朱明菲

■■创文宣传融入城市的景观小品创文宣传融入城市的景观小品、、雕塑中雕塑中。。

■■学生参加义卖活动学生参加义卖活动，，筹集善款筹集善款。。

■■九江镇窗口服务更加便民九江镇窗口服务更加便民。。

■交警在主干道设卡查车。

■党员先锋在防疫一线开展消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