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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濛

）经过

3

个月

的封闭改造，信州区八角塘农贸市场

7

月

1

日起正式营业。 改造后的八角

塘农贸市场整洁美观、 功能完善，以

全新的面貌展现在广大市民眼前。

此次改造总投资约

800

万元。 针对八

角塘农贸市场基础设施滞后、屋顶漏

水、线路杂乱、排污困难、经营秩序混

乱等难题，信州区商务部门积极查找

原因，思考对策，各个予以破解：一一

找到每个漏水点，对渗漏处采用挡板

引流的方式进行处理， 引流到排水

管，对顶面进行了三层喷漆；将空中

的各种线路进行了规范整理，消除了

安全隐患；对地面的下水道、导流槽

进行了加深加宽处理，将原来堵塞处

全部疏通到位， 确保了下水通畅；按

照市场规范化要求对柜面进行了全

面提升， 增加了钢化玻璃防水格挡，

尤其对家禽区严格实行宰杀、 展示、

售卖的三隔离措施；实施亮化和换气

提升工程，新增照明、新风排风、风幕

隔离等设备，美化市场环境，及时排

除家禽区异味， 提高市场空气质量；

在封闭改造过程中积极协调，引导经

营户搬迁至渡口农贸市场，作为临时

过渡，并免除经营户租金，使其无后

顾之忧。

八角塘农贸市场改造项目只是中

心城区农贸市场新建改造的一个缩影。

近期， 信州区紧紧围绕创国卫工作，细

化责任分工，逐项落实到商务、工信等

部门和各街道的相关负责人，有条不紊

地对中心城区

23

个农贸市场进行新建

改造， 严格督促施工单位按图施工，及

时协调改造中遇到的问题，保证改造工

程顺利实施，完成

20

个农贸市场的新建

改造并正式营业，其中新建了汪家园农

贸市场和东瓦窑农贸市场，新建改造完

成率近九成。据了解，尚未改造完成的

3

个农贸市场中，五三农贸市场预计

7

月

5

日改造完成并正式营业；世纪花园农贸

市场正在施工中， 预计

7

月中旬完成改

造；有关部门接下来将对渡口农贸市场

进行改造。

本报讯

（

邓弦 刘珊珊

记者

王

涛

）

6

月

26

日，广丰区公安局交警大队

在微信朋友圈，发现有人拍摄交警执

勤视频，并配语音、文字辱骂执勤交

警。

得知情况后，交警部门第一时间

将情况反馈给辖区派出所， 经过调

查，迅速锁定当事人郑某某。 经民警

对郑某某朋友圈发布的辱警言论进

行核实取证，原来，郑某某是广丰区

大南人，因当天上午车辆违法被监控

拍摄，于是对交警心生不满，后来在

驾车经过路口时正好见到一群执勤

交警， 于是在车内一边辱骂民警，一

边拍摄视频，并配上侮辱性文字发到

了个人微信“朋友圈”。

面对警方询问，郑某某对其发布

辱警信息的事实， 供认不讳。

6

月

27

日，郑某某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广丰

区公安局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七日。

本报讯

（记者

程晖

摄影报道）

6

月

29

日是双休日，也

是城区一些学校暑期放假举行学生毕业典礼的一天。 当

天下午

4

点左右，在五三大道上，众多家长守在校门口，道

路上更是车来人往。就在这个时候，一些小车车主为了行

走方便，不顾交通条规，从行车道上驶向非机动车道，试

图从这里穿越行车道上车辆繁忙拥堵的区域， 结果造成

了非机动车道一度堵塞。

在交警的指挥下， 车辆繁忙的大道以及非机动车道

堵塞的现象得以缓解疏通， 放学的孩子在交警的帮助下

由家长安全领回了家。现场的交警表示，机动车在行车大

道旁的非机动车道上通行是不安全的，也是违规的，在一

些道路上很有可能会拍照抄牌，希望车主注意，务必将安

全行车放在首位。

本报讯

（

洪肖辉

记者

王调

翁

）

6

月

26

日， 信州区住建局组织

部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展

建筑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暨建

筑施工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标准

化示范工地观摩会。

该局充分利用各种载体，大

力宣传安全生产月活动， 利用报

纸、网站、宣传栏等形式，宣传安

全生产知识， 营造了浓厚的宣传

氛围。在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

中， 制作看板

7

块， 发放宣传手册

200

余份、宣传单

300

余份，向群众

讲解了建筑业安全生产方面的相

关知识，在辖区各施工现场悬挂宣

传条幅，各沿街单位在门口摆放宣

传看板，开展了专项普法宣传。 同

时， 该局还积极开展应急救援演

练， 个别建筑工地进行了消防疏

散、触电等应急救援演练，使各施

工队伍增强了面对事故的自救的

能力， 增强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实现应急预案闭环管理。

另外，该局在“安全生产月”

期间，结合安全生产“学规矩、懂

规矩、守规矩”活动；开展安全生

产警示教育图片巡回展， 集中组

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工程质量、安

全施工及扬尘治理综合检查行

动，全面排查工地现场问题隐患，

将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为深入推进国家卫生城市创建

工作，打造干净、整洁、文明的小区

居住环境，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物业管理条例》、《江

西省物业管理条例》、《上饶市城市

管理条例》等法规，现就中心城区开

展住宅小区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

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

、

整治时间和范围

自7月1日—7月10日，对中心城

区（含信州区、广丰区、上饶县、高铁

经济试验区、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

城市化管理区域） 范围内住宅小区

（含有物业管理小区和无物业管理

小区）环境卫生进行集中整治。

二

、

整治主要内容

1.占用道路（特别是消防通道）、

绿地、楼道、屋顶和房前屋后等公共

空间乱堆乱放的杂物（含废弃家具、

破旧自行车、 废旧衣服及其他废弃

物品等）；垃圾清理不及时及各类垃

圾死角；随意倾倒垃圾，建筑垃圾或

危废品混入生活垃圾；

2.长期占用小区公共空间、影响

小区环境美观的“僵尸车”及占用消

防通道、 绿地草坪等乱停乱占的各

类车辆；

3.住宅小区楼道、墙面等现有的

乱贴乱画、乱拉乱挂及各类小广告；

4.住宅小区内道路两侧、公共场

地违规种菜和饲养家禽行为。

5.其他环境卫生问题。

三

、

自通告发布之日起

，

住宅小

区和住户居民应按照下列要求积极

参与专项整治行动

1. 实行物业管理的小区由小区

物业企业自行清理各类垃圾死角，

清理乱贴乱画、乱拉乱挂和小广告；

每周开展两次“洗城行动”，集中清

洗地面、楼宇过道、扶手护栏、门窗、

公共设施等；按照“两分类”，各住宅

小区统一配置240L加盖的可回收垃

圾和其他垃圾两分类垃圾桶， 每日

对垃圾桶及果皮箱进行清洗保洁，

确保垃圾容器干净整洁、无异味；每

天分早中晚3次清运生活垃圾，建筑

装潢垃圾每天及时清理，日产日清；

建筑垃圾必须由专业运输车辆运往

建筑垃圾消纳场集中处置。 无物业

管理的住宅小区由所属街道（乡镇）

和社区组织实施。

2. 住户居民自行清理占用公共

空间乱堆乱放的杂物、 乱停乱占的

车辆， 自行整改违规种菜和饲养的

家禽等。

四

、

集中整治期间

，

对不支持

、

不配合的住户居民和物业企业进行

曝光和处罚

，

并视情节严重程度

，

�

纳入个人及企业征信系统

。

同时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重点对住宅

小区物业企业垃圾收集清运不及

时、乱倾乱倒、随意处置建筑垃圾等

违法违规行为， 以及住宅小区住户

乱堆乱放、乱停乱占、乱拉乱挂、乱

种乱养、高空抛物、毁坏公共绿地或

其他公共设施等不文明现象进行从

严处罚和曝光。

五

、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

支持

、

共同监督打击住宅小区破坏

环境行为

。

干扰、阻碍执法，以暴力

抗拒执法的，依法从严惩处；涉嫌犯

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监督咨询电话：

12319（城管服务热线）

8207207（上饶市住建局）

特此通告

上饶市城市管理局

上饶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上饶市公安局

上饶市市场质量监督管理局

上饶市消防救援支队

信州区人民政府

广丰区人民政府

上饶县人民政府

�

二

○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本报讯

（

廖爱芳

记者

王调

翁

）

6

月

28

日， 信州区东市街道大

井头社区联合街道控违办， 及时

对辖区内一住户私搭不锈钢门挡

住消防通道的违章搭建予以拆

除，消除潜在的消防隐患。

关于在中心城区开展住宅小区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的通告

八角塘农贸市场改造后恢复营业

广丰一男子在朋友圈

发辱警言论视频被拘留7日

行车道拥堵，

机动车走其他道当心拍照抄牌

私搭建筑挡消防通道

社区及时拆除

信州区开展建筑领域

“安全生产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