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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督 查 通 报

2021 年 第 16 期

潮州市创卫办 2021 年 6 月 28 日

关于 2021 年第一期“最差四个十”整改工作的
督查通报

近期，市创卫办督导检查组会同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务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商务局、市住建局、市城

综局和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的业务人员，分组对 2021 年第一期

“最差四个十”点位通报以来落实整改工作情况开展专项督导检

查。具体情况通报如下：

一、整改提升情况

（一）乡（村）

从督查情况看，整治成效较好的乡（村）有黄冈镇狮头寨村、

彩塘镇彩塘宏三村，成效较差的是联饶镇群力村、凤塘镇南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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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冈镇狮头寨村大力开展危房清拆和乱搭乱建、乱堆放

清理整治行动，清拆出的多处空地已全部植树绿化，村容村貌提

升较快，清拆工作仍在进行中，整治成效显著。黄冈镇下一步将

积极筹集资金，实施老乡片区排污管网建设，推进雨污分流。2、

彩塘镇宏三村村道卫生环境有明显提升，公厕干净无异味，多处

沟渠漂浮物和水植物已清除到位，池塘水质明显改善，同时利用

空地施划停车位，车辆停放秩序得到好转。宏三村下一步将巩固

整治成效和持续开展问题整治同步进行。3、樟溪镇魏厝楼村持

续开展“三清三拆”，同时对拆除空地进行美化，环境明显提升，

整治成效明显，魏厝楼村下一步将争取上级和乡贤在资金上的支

持，进一步清拆违建物、拓宽村道，对砂石路面进行硬底化，同

时发挥监督员志愿者的监督作用，加强乡村卫生管理，探索村民

参与创卫工作的奖惩机制。4、凤新街道陈桥村、凤山村组织对

道路两侧违规搭建物进行拆除，道路秩序明显改善，主村道两侧

商铺占道经营、流动摊贩乱摆卖情况有所好转，村居环境卫生整

治成效明显。凤新街道下一步将积极申报乡村振兴扶持资金，在

陈桥村和凤山村规划建设牌坊、党建公园、广场、停车场和农贸

市场，带动辖管各村同步整治，进一步提升问题整改成效。5、

庵埠镇溜龙村重视创卫宣传，提高村民知晓率和参与度，清理村

居厝前屋后污水排放阳沟淤泥，增设盖板 600 米，同时消除病媒

生物的孳生隐患，因地制宜、规划建设“四小园”，突出美化亮

点。6、路东办古板头村集中力量整治村内卫生问题突出的点位

和角落，取得较好成效。7、路东办田头村村居环境有所改善，

新建成的公厕卫生保洁和共用池塘清洁度较好。8、凤塘镇南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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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重点开展“脏、乱、差”问题整治，总体卫生环境有所提升。

9、联饶镇群力村（林厝寮）对个别废弃房屋、猪舍清拆后的空

地进行绿化或施划停车位，对村前大池塘进行清淤整治，铺设截

污阳管 89 米，完成明渠排水沟清理和暗渠化 850 米，整治成效

一般。

督查过程中发现，部分乡（村）存在畏难情绪，过多强调经

济困难和历史原因，整改动力不足；清拆危旧、乱搭建，以及整

体环境卫生整治不到位；一些点位垃圾收集清运不及时、保洁力

度不够；创卫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滞后，村民创卫意识淡薄等。1、

凤山村、田头村、南陇村至今尚有多个路段没有路面硬底化，尤

其是凤山村连接新建成北站二路的几条村道，给村民群众生活生

产和安全造成影响。2、凤山村、陈桥村、狮头寨村、魏厝楼村、

群力村（林厝寮）普遍存在水道沟渠设施老旧、村内毒鼠屋少、

存在蚊虫孳生地、四害密度较大等问题；部分村道农具乱堆乱放、

车辆乱停乱放、垃圾乱丢乱弃，顽疾未能彻底根除。3、宏三村

存在多处公用场地乱搭乱建，一些废弃危旧房未拆除，个别地段

生活垃圾清理不及时。4、溜龙村部分老化公厕未清理改造，一

些村道未硬底化，老厝区巷道杂物堆积、乱丢乱弃、杂草丛生。

5、南陇村、群力村（林厝寮）相当部分废旧危房未清拆，村道

二侧不同程度存在乱搭乱挂乱堆乱放现象、卫生死角多、巷道杂

草丛生。6、古板头村临时鱼肉莱市场及周边卫生环境脏、乱，

缺乏日常规范管理和保洁，部分池塘仍存在漂浮物和成片水植

物。7、田头村垃圾收集清运不及时，村内部分公厕有污迹异味，

老厝区一些废旧危房、违规搭建物未清拆，部分公共场所和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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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后废弃物堆积、杂草丛生。

（二）乡（村）沟渠

从督查情况看，整治成效较好的乡（村）沟渠有浮洋镇西郊

村白路沟、磷溪镇福聚村谢厝沟，成效较差的是金石镇龙下村后

溪、桥东街道卧石村卧石排沟。

1、浮洋镇西沟村白路沟污水排放进行暗渠化处理，目前已

完成 95%的排污管道布设，并接入污水一体化处理设施，彻底做

到雨污分流，水质达标。2、磷溪镇福聚村谢厝沟沟边零星猪舍

已全部清拆，水质有明显提升，基本无异味，水质抽样送检结果

良好，整治成效显著。磷溪镇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落实该沟渠“河

长制”工作制度，确保持续达标。3、凤塘镇西和村玉带溪整治

工程纳入潮安区中小河流 PPP 项目，施工现场已完成部分河道两

岸违建物清拆及沿岸整治，凤塘镇下一步将组织对玉带溪开展全

面摸查，掌握沟渠两岸排污情况，落实截污纳管。4、路东办云

步村环乡大排沟渠面加装铁盖板，防护围栏，同时实施载污纳管，

共铺设截污管道 340 米，接入排污口 40 个，且在下游洋头村泵

站附近采取终端污水截排。5、铁铺镇铺埔村新沟溪、灰荣村坎

下湖排水沟沟面漂浮物已清理打捞、岸坡杂草已清除，同时对沿

岸违章广告牌和搭建物进行清拆，沟渠清淤工作分段进行，目前

水体基本无异味。铁铺镇下一步将重点加快污水处理系统工程项

目建设进度，尽快投入使用。6、汫洲镇汫和居委会幸福沟后填

洋段已完成右岸部分临渠挡墙衬砌，为临沟生活污水直排的 21

家住户加装三级化粪设施，同时正在进行右岸人行道的基础建

设，整治成效一般。汫洲镇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幸福渠后填洋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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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修复工作。7、凤塘镇邱厝村邱厝小学前干渠两岸已平整并种

植树木，水面垃圾漂浮物及水植物已打捞干净。凤塘镇下一步将

对邱厝小学前干渠各种乱搭建物进行清理，加强水面和两岸卫生

保洁。8、桥东街道卧石村卧石排沟虽有进行围护并竖立卫生警

示标志，但总体整治成效一般。桥东街道下一步将深入沟渠调研，

为开展截污纳管改造及长效管理提供准确依据，并积极协调配合

相关部门推进在建排污工程建设。9、金石镇龙下村后溪两岸已

拆除部分违建物，一侧溪岸建设围栏，但总体整治工作滞后。

督查过程发现大部分沟渠工作重点为岸坡及两侧的环境卫

生整治，核心的水体黑臭和污水直排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岸边清

拆不彻底；沟渠两岸大部分村民环卫意识不高，对创卫工作知晓

率较低。1、金石镇龙下村后溪拆除违建物堆放溪道旁，未及时

清运，部分岸坡尚未做好固岸处理，岸边一些地段堆积垃圾，水

体发黑有臭味，溪岸边一侧杂草丛生，整治进度缓慢滞后。2、

桥东街道卧石村卧石排沟水质较差，水体呈乳白色，水面仍有上

流漂积污染物，沿岸仍有污水直排出水口。3、凤塘镇西和村玉

带溪两岸清拆不彻底，沟底清淤和截污纳管工程进度偏慢。4、

铁铺镇铺埔村新沟溪水体发黑，沟渠两侧无硬化，沙泥倾泻，部

分企业废水排放依然不达标；灰荣村坎下湖排水沟淤泥清理整治

工作进展缓慢。5、磷溪镇福聚村谢厝沟岸坡有待提升加固，避

免沟水冲刷垮塌。6、汫洲镇汫和居委会幸福渠后填洋段水质虽

有改善，但两岸村居往沟渠乱丢弃垃圾现象仍然存在。7、凤塘

镇邱厝村邱厝小学前干渠两岸依然存在部分临渠建筑物未拆除，

存在污水直排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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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村）道路

从督查情况看，整治成效较好的乡（村）道路有钱东镇下浮

山村学校东路、庵埠镇郭一村新桥头路，成效较差的是磷溪镇福

聚村四组村道、长德办枫一村社道路。

1、钱东镇下浮山村学校东路投入整改资金约 200 万元，目

前已完成路基、路面、两侧人行道和中央排污渠清理及加盖板建

设 5.5 公里，整治较彻底、成效明显，下一步待电力杆迁移完成

后，将对另外 0.45 公里路段进行提升。2、庵埠镇郭一村新桥头

路目前路面整洁美观，临水一侧加装钢栏杆，加铺人行步道砖，

增设宣传栏，另一侧铺户能坐店经商，没有乱搭乱吊挂等现象。

3、汫洲镇北港南水利路已完成道路水泥混凝土路面硬化，整治

成效明显。4、城西街道北关村北美路至金山街道灰路头路段中

北美路路面较干净，增设了垃圾桶，增划了停车线，规范车辆有

序停放；灰路头路面已黑底化，路面较平整，两侧铺户能坐店经

商。5、城西街道景山景荣路经整治路面宽阔、整洁，对路面破

损较严重的位置进行修补，在路肩适当施划摩托车停车位，两侧

铺户基本能坐店经商，没有乱搭乱吊挂等现象。6、桥东街道下

津村意东一路下津路段破损较严重的路面已完成修补，增设路侧

路口警示桩，路面整洁卫生，两侧店铺基本没有乱搭乱吊挂等现

象。7、城西街道厦二村厦寺直街卫生保洁较好，“门前三包”

能较好落实，适当增划减速线。8、路西办山边村站前三路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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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严重的路面已进行修补，两侧乱搭建乱吊挂现象基本得到整

治。9、长德办枫一村社道路路面整洁无垃圾杂物，乱搭乱挂得

到整治。10、磷溪镇福聚村四组村道检查现场砂土路未硬底化，

只有几个村民在道路与近东大道连接处补填坑洼。磷溪镇和福聚

村计划 9 月份动工对该路段实行硬底化提升。

在督查过程中发现大部分责任单位对乡（村）道路整改工作

侧重于对道路两侧乱拉乱搭乱挂的清拆和路面坑洼小修小补，但

对道路各项创国卫标准的整体提升不够重视，整治工作缺乏系统

规划，措施办法不多，没有得到质的提升，大部分村道整改效果

不理想。1、长德办枫一村社道路、城西街道景山景荣路、桥东

街道下津村意东一路下津路段、城西街道厦二村厦寺直街、路西

办山边村站前三路路面存在坑槽、凹凸、裂缝等现象，需进行整

治，路面标线缺失。2、钱东镇下浮山村学校东路、汫洲镇北港

南水利路路面硬底化后道路排水，道路两侧与路肩连接建设滞

后。3、汫洲镇北港南水利路两侧杂草杂物较多、环境卫生整治

不彻底。4、庵埠镇郭一村新桥头路与该路段相连通的其他支路

卫生状况不佳。5、城西街道北关村北美路至金山街道灰路头路

段两侧乱搭乱挂整治不彻底，垃圾桶的清洁维护未到位，存在脏

乱情况。6、路西办山边村站前三路两侧非机动车道（步道砖）

不平整，路侧绿化景观较差，垃圾桶污渍严重且摆放于机动车道

上。7、桥东街道下津村意东一路下津路段不少铺户未能完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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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经商。

（四）农贸市场

从督查情况看，整治成效较好的农贸市场有城西街道上埔市

场、黄冈镇新合市场，成效较差的是城西街道粤潮市场、城西街

道枫春果菜水产批发市场。

1、城西街道上埔市场整改后，市场周边路面重新硬底化并

施划停车泊位，增设机动车入市限进装置，市场内摊档经营秩序

和卫生管理有明显改观，整治成效显著。市市政服务中心下一步

将再投入整改提升资金，增派市场工作人员，加强宣传和市场日

常管理工作力度。2、黄冈镇新合市场整改后，有规划停车区、

相关制度和信息有上墙公示并及时更新、增设创卫宣传标语、铺

户经营秩序和卫生管理良好、消防和除“四害”工作落实比较到

位，总体整治成效显著。黄冈镇下一步将压实村干部对市场的监

管职责，加强市场日常卫生和秩序管理工作，计划再投入 30 多

万元资金完善熟食摊档“三防”设施和病媒生物防治，争取在 7

月底完成提升改造。3、黄冈镇西门市场整改后，场内秩序良好、

保洁制度落实较好、相关制度信息上墙公示、划行归市落实较好、

熟食摊档“三防”问题有改进，整改迅速、成效好。县市场物业

管理服务总站下一步计划对市场内排污设施进行提升改造。4、

汫洲镇汫新市场已投入 60 万元对市场进行升级改造，目前已清

场正在全面施工，并争取于 7 月上旬基本完成。5、彩塘镇宏二

村彩塘农贸市场整改后，场内脏、乱现象得到整治，保洁制度落

实较好，各项制度内容有上墙公示，摊档店铺基本按布局图设立，

总体整治成效一般。市场管理方下一步预投入约 60 万元，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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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7 月份进行市场改造提升。6、湘桥区意溪镇坝街市场正在开

展升级改造工作，就当前现状情况来看，整治成效一般，意溪镇

计划于 6 月底前完成硬件设施改造提升工作。7、路东办云步市

场整改后，各项制度信息有上墙公示，增设毒鼠屋，完善有关市

场经营手续，但对照具体要求，整治成效一般。路东办下一步计

划完善市场排水系统和熟食“三防”设施，增派人员加强卫生保

洁。8、路东办如意市场整改后，场内卫生秩序良好、各类相关

信息有上墙公示，但市场未开展改造升级工作，总体整治成效一

般。路东办下一步将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市场宣传力度，不断提

高卫生和经营秩序，逐项升级市场各项要求标准。9、城西街道

枫春果菜水产批发市场整改后，各项信息公示、“三防”设施、

亮证亮照经营等方面有一定程度提升，但总体硬件设施较差，目

前正在完善，并筹备建设市场二层停车场。10、城西街道粤潮

市场目前已完成市场升级改造工程项目招标工作，但因涉产权问

题，整治提升工作推进滞缓，成效较差。

督查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市场整改存在“脚痛医脚、头痛医头”

现象，缺乏整体改造提升计划和措施，离创国卫标准有不少差距；

日常管理力度不够、水平较低，缺乏规范严格的长效监管机制；

创国卫氛围不浓厚、宣传不到位、禁烟标识较少。1、各个市场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滞后情况。彩塘农贸市场、

汫新市场、云步市场、如意市场、枫春果菜水产批发市场车辆乱

停放，粤潮市场无车辆限进装置；大部分市场划行归市不到位，

“三防”设施不健全、不规范；水产区脏乱差现象普遍存在；各

市场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食品安全隐患。2、市场卫生保洁水平



— 10 —

低，基本没有设置下水道口“四防”设施，毒鼠屋配置少且不规

范。枫春果菜水产批发市场、粤潮市场、坝街临时市场、如意市

场垃圾收运设施配套不完善，保洁工作乏力；云步市场公厕保洁

不到位，污渍污垢积聚。3、市场均存在基本信息公示设置不显

眼，设置不规范；缺乏健康教育专栏或设置不合理；索票制度落

实不到位；从业人员无健康证明或无公示等问题。彩塘农贸市场、

粤潮市场、坝街临时市场经营主体证照不齐全。4、枫春果菜水

产批发市场、上埔市场、粤潮市场、汫新市场、黄冈西门市场周

边占道经营、占路为市较严重。粤潮市场、枫春果菜水产批发市

场卫生环境差，经营秩序较乱，各类产品混售混卖，水产区脏、

熟食“三防”设施缺失，存在较大的食品安全隐患。

二、整改工作措施

（一）高度重视，强化协调督导。入选 2021 年第一期“最

差四个十”各点位所属县（区）、镇（街）、乡（村）的各级领

导均能够触及思想灵魂，感受负面压力，高度重视问题整改。各

县（区）有关领导带队到具体点位调研，剖析问题症结，协调有

关部门单位，统筹指挥整改工作开展落实；创卫办能够针对辖区

最差点位，在问题整改提升期间加强督导检查和业务指导工作。

饶平县创卫办扎实落实对有关部门单位的协调和督导作用，有序

推动有关部门单位落实最差点位硬件设施建设工作。潮安区创卫

办对辖区“最差四个十”有关点位整改工作进行经常性督促协调

指导，加强实地调研和现场督查。全市各县（区）相关镇（街）、

村（居）能够及时成立以镇（街）党政主要领导和村（居）党支

部书记为专项整治第一责任人的工作专班，召开整治工作专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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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制定问题整改方案和工作机制，落实人力、物力、财力，推

动整改工作有序开展。

（二）对标对表，狠抓整改提升。各整改责任单位能认真对

标不同点位创国卫标准和要求，对照梳理问题短板清单，以问题

为导向拟出整改提升方案。同时想方设法争取政策支持、纳入专

项建设盘子，多方筹集资金，尽快启动整治，其中十多个点位整

治提升成效显著。黄冈镇落实狮头寨村、新合市场建立每日攻坚

行动日志、三线整治和病媒防治台账，投入资金迅速开展整治行

动，成效显著；汫洲镇组织汫合居委幸福沟后镇洋段污染源调研

排查，订发具体整治和长效管护工作方案。凤新街道制定了凤山

村、陈桥村整改工作机制、整改成效管护机制、整改环境卫生宣

传及建立每日整改、资金工作台账；磷溪镇以“河长制”为抓手，

压实镇、村两级整治工作责任，在福聚村谢厝沟增设拦污闸，新

增固定保洁人员，开展水体垃圾巡查清理。

（三）宣传发动，引导群众共治共享。被评为“最差四个十”

的责任单位都能积极发动群众共同配合推动，特别是在清拆废旧

危房、乱搭乱建、乱拉乱挂、占道经营等“啃骨头”工作，通过

事先做好政策宣传、统一思想认识，公开公正公平整治，赢得了

群众支持，整治提升行动至今没有发生不和谐、不稳定事件和苗

头性问题。庵埠镇溜龙村、凤新街道凤山村和陈桥村、联饶镇群

力村通过广播、宣传栏、微信群、倡议书、村民大会等方式丰富

创卫宣传方式，提高村民爱卫意识，引导自觉参与。铁铺镇开展

污染防治专题宣讲，围绕最差沟渠水体污染问题，对辖有关企业

废水排放不达标问题进行整治提升，并清拆违规养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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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督查建议

（一）开展“最差四个十”的评选活动，是创国卫工作的重

要抓手，目的在于评选一批，提升一批，转化一批。各入选点位

的整改责任单位要防止“应付检查”的一阵风思想，增强为民办

实事好事的理念，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对已基本完成整治，成

效较明显的点位要建立长效管控机制，确保持续达标。对未能完

成整改目标任务的，决不能半途而废，务必按原计划和预定方向，

全力整改提升，确保如期达标。市创卫办根据整改工作落实情况，

准备对思想不重视、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单位进行约谈，各县（区）

要按照《潮州市创卫督导检查工作机制》要求，对下属单位部门

开展经常性督促提醒工作，强化县（区）创卫办一级的职能作用，

层层传导工作压力。

（二）第一期“最差四个十”具体点位的整改提升工作普遍

重表轻里，属地单位仍未扭住问题主要矛盾和整改关键环节，存

在问题整改不彻底、整改成效缺乏长效巩固机制等情况。有关镇

（街）、乡（村）要着眼长远，进一步完善整改方案，固化整改

工作专班，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对标对表，明确整改时限，落

实落细具体措施。各县（区）要层层落实各级单位部门在创国卫

中的工作职责，进一步发挥统筹协调指导作用，构建务实高效的

创卫工作机制。要加大乡（村）道路提升、水环境整治、污水处

理设施及管网等基础设施项目的系统谋划和建设，合力推进创国

卫尽快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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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等四个评选工作牵头单位和市商务局、市住建局、市城

综局、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有关业务的检查指

导，经常性到整改点位“把脉开方”，帮助基层责任单位加快整

改进度，提升整改成效。整改提升所需的资金投入较大，市直各

相关部门要立足职能，主动作为，争取更大的帮扶政策和资金，

努力促使整改提升发生质的变化。

报：市纪委监委；市创卫工作领导小组正、副组长，市创卫

办正、副主任。

发：市直有关单位，市创卫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县

区党委、政府（管委会），各镇（场、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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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部分督查情况照片
一、十个最差（乡村）

（一）整改成效

黄冈镇狮头寨村

彩塘镇宏三村

樟溪镇魏厝楼村 凤新街道陈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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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新街道凤山村 庵埠镇溜龙村

路东办古板头村 路东办田头村

凤塘镇南陇村 联饶镇群力村（林厝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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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问题

黄冈镇狮头寨村 彩塘镇宏三村

樟溪镇魏厝楼村 凤新街道陈桥村

凤新街道凤山村 庵埠镇溜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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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东办古板头村 路东办田头村

凤塘镇南陇村 联饶镇群力村（林厝寮）

二、十条最差乡（村）沟渠

（一）整改成效

浮洋镇西郊村白路沟 磷溪镇福聚村谢厝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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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塘镇西和村玉带溪 路东办云步村环乡路大排沟

铁铺镇灰荣村坎下湖排水沟 汫洲镇汫和居委会辛福沟后填洋段

铁铺镇铺埔村新沟溪 凤塘镇邱厝村邱厝小学前干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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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东街道卧石村卧石排沟

（二）存在问题

磷溪镇福聚村谢厝沟 路东办云步村环乡路大排沟

铁铺镇灰荣村坎下湖排水沟 铁铺镇铺埔村新沟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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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街道卧石村卧石排沟 金石镇龙下村后溪

三、十条最差乡（村）道路

（一）整改成效

钱东镇下浮山村学校东路 庵埠镇郭一村新桥头路

汫洲镇汫北港南水利路 城西街道北关村北美路和灰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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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街道景荣路 桥东街道下津村意东一路下津路段

城西街道厦二村厦寺直街 路西办事处山边村站前三路

（二）存在问题

城西街道厦二村厦寺直街 路西街道山边村站前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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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德办枫一村社道路 磷溪镇福聚村福聚四路

四、十个最差农贸市场

（一）整改成效

城西街道上埔市场

黄冈镇新合村新合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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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镇黄冈西门市场 汫洲镇汫洲新市场

彩塘镇宏二村彩塘农贸市场 意溪镇坝街临时市场

路东办云步市场 路东办如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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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街道枫春果菜水产批发市场

（三）存在问题

黄冈镇黄冈西门市场 汫洲镇洲汫新市场

彩塘镇宏二村彩塘农贸市场 意溪镇坝街临时市场



— 25 —

路东办如意市场 路东办云步市场

城西街道枫春果菜水产批发市场 城西街道粤潮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