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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督 查 通 报

2021 年 第 21 期

潮州市创卫办 2021 年 9 月 2 日

关于 2021 年第二期“最差四个十”整改工作的
督查通报

8 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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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执法局和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的业务人员，分组对 2021 年第

二期“最差四个十”具体点位自通报以来落实整改工作情况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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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黄冈镇山霞村、磷溪镇埔涵村，成效较差的是路西办事处

槐山岗村、江东镇独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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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冈镇山霞村开展全村违建物和破旧废弃猪栏清拆工

作，并对清拆后空地进行围挡绿化；落实村道硬底化全覆盖，清

理村内池塘和沟渠水体淤泥，有开展相关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创卫知晓率和宣传氛围较好。黄冈镇下一步将重点加强对沟

渠、池塘水体整体提升，落实开展荔枝山公园建设工程。2.

磷溪镇埔涵村对老厝区危房、破旧废弃猪栏和乱搭建物进行清

拆，并利用空地规划建设村民健身活动场所，开展村内房前屋后

和巷道堆积杂物、垃圾清理，规范村民生活生产工具摆放秩序，

认真落实创卫宣传和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磷溪镇下一步将对部

分村道进行拓宽改造，完善各种基础设施。3.钱东镇径南村对

村内鱼塘沟渠水体进行清淤整治，从上游排查村前水渠污染源，

及时消除水渠黑臭；清理老厝区堆放杂物和杂草，规范提升村市

场经营秩序。钱东镇下一步将严格对照点位整改标准，逐项细化

措施，全力推动点位整改工作高标准完成。4.城西街道吉街村（吉

利村）清拆沿街两侧乱搭乱挂的广告牌和违建物，施划停车泊位，

村内保洁工作落实比较到位，村容村貌整洁有序。城西街道下一

步将配合市通建办协调移动、电信、光电等运营商，对吉街村“三

线”问题进行整改。5.磷溪镇塘边村对村前大池塘（沟）进行整

治净化，对村民生活污水排沟进行暗渠化，清拆巷道和房前屋后

老旧猪牢栏、乱搭建物，村内环境卫生总体有所提升。磷溪镇下

一步将对池墘、退角处进行绿化，利用清拆空地合理增设基础设

施。6.意溪镇西都村对老厝区危房、破旧废弃猪栏和乱搭违建物

进行清拆，对村内房前屋后和巷道堆积的杂物、垃圾、杂草进行

清理整治，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落实较好。意溪镇下一步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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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加大力度做好常态化日常保洁和

宣传教育工作。7.海山镇石头村对房前屋后生活污水排污沟进行

暗渠化，清拆清理村内老旧危房、乱搭建物及乱堆放杂物垃圾，

并对清拆空地进行硬底化。海山镇下一步将加强档案、资料整理，

积极探索和完善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果。8.东凤镇东一村对村

内生活污水排污沟进行暗渠化，对乱搭建物进行清拆，利用部分

清拆空地施划停车泊位。东凤镇下一步将启动党群服务中心、党

建公园、休闲活动中心、休闲公园和停车场建设工程，并在旧村

址规划城镇综合体。9.路西办槐山岗村对村内池塘进行清污清

於，对村内主干道乱搭建物进行清理，目前已完成部分片区的绿

化提升。槐山岗村下一步将持续提升乡村面貌，推动村文化公园

项目建设进度。10.江东镇独树村清拆村前的乱搭建物，清理村

前鱼塘的水葫芦和污泥，完成村内部分生活污水沟排污暗渠化。

江东镇下一步将加强农村环境卫生管理制度的实施落实，同时加

快学校路改造整治和顶田沟暗渠化工程。

现场检查期间，本期最差乡（村）房前屋后不同程度存在垃

圾杂物清理不彻底、乱挂遮阳物、个别巷道未硬底化和村内生活

污水排污沟清污和暗渠化未能全覆盖等问题，缺乏常态化巡查整

改工作机制；大部分乡（村）群众创国卫知晓率较低（50％左右）、

创卫宣传氛围不浓、病媒生物防治工作落实不到位。1.埔涵村、

西都村、东一村、槐山岗村、独树村边角地杂草清理和沟渠鱼塘

整治尚不到位，清拆各类违建物后缺乏现场管理措施。2.径南村、

西都村、石头村、槐山岗村、独树村老厝区、猪牢栏、村道双侧

乱搭建物清拆清理整治不彻底。3.吉街村（吉利村）、槐山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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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街铺户坐店经营和“门前三包”落实效果较差，街巷清扫保洁

工作有待提升。4.塘边村、西都村、石头村、东一村、槐山岗村、

独树村垃圾收集点设置不规范，村内存在一些卫生死角，个别地

段生活垃圾清理不及时。

（二）乡（村）沟渠。从督查情况看，整治成效较好的乡（村）

沟渠有古巷镇古一村枫江流域支流（东龙巷 埔尾桥下土路）、

浮洋镇西郊村七支渠，成效较差的是意溪镇东洋塭白塔寺路口与

意东一路交接路口的水沟、磷溪镇福聚村团结沟。

1.古巷镇古一村枫江流域支流（东龙巷 埔尾桥下土路）两

岸乱搭建物已清拆清理，并在岸坡铺设草皮。古巷镇下一步将以

河长制为抓手，落实沟渠水体常态化保洁工作。2.浮洋镇西郊村

七支渠基本完成渠道两岸违建物清拆，同时还对两岸进行平整并

种植树木，水环境得到较大改善，水体呈活流状态。浮洋镇下一

步将加强对沟渠一侧违建物的日常巡查清拆，设立河长制宣传面

板。3.黄冈镇新厝管区广场东路下段林厝埭新乡干渠已完成水面

清漂、河道清淤和左岸杂草的清理，水流通畅基本无异味。黄冈

镇下一步将加强污染、破坏水环境违法行为的执罚力度，落实整

改成效巩固工作措施。4.樟溪镇魏厝楼南溪魏厝楼段（老溪 新

溪）基本完成河道整治工作，水流通畅水面基本无漂浮物。樟溪

镇下一步将按照“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的工作原则，

全面推进河长制落实落地。5.凤塘镇西和村天凤路水渠垃圾漂浮

物已打捞清理，水环境有所改善。凤塘镇下一步将加强对沟渠两

岸乱搭乱建、杂物乱丢和养殖污染问题的巡查和整治工作。6.路

西办山边村沟尾溪山边段现场已经完成部分河道两岸违建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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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路西办下一步将计划投入资金，建设提升沟渠沿岸基础设施

和宣传工作，美化沟渠景观。7.庵埠镇刘陇村前沟溪部分河段淤

泥被清理，肉眼观察水质有所改善，水体异味减弱。庵埠镇下一

步将发动乡贤、爱心企业家出资助推整改提升工作。8.磷溪镇仙

河村塘池片沟已落实河面清漂保洁和河道清淤疏浚，水面基本无

漂浮物，肉眼观察水质有所改善，水体无明显异味。9.磷溪镇福

聚村团结沟已进行渠道清漂，水面干净基本无漂浮物。磷溪镇下

一步将在辖区内全面落实河长制巡河工作，推动问题发现和整改

形成工作闭环。10.意溪镇东洋塭白塔寺路口与意东一路交接路

口的水沟水体表面基本无漂浮物。

现场检查期间，本期最差乡（村）沟渠的整改提升工作缺乏

系统谋划，日常巡查管理工作落实不够细致，对沟渠个别部位较

为突出的问题整治力度和针对性不强。1.黄冈镇新厝管区广场东

路下段林厝埭新乡干渠居民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沟渠水体。2.古巷

镇古一村枫江流域支流（东龙巷 埔尾桥下土路）、路西办山边

村沟尾溪山边段、意溪镇东洋塭白塔寺路口与意东一路交接路口

的水沟岸坡仍有建筑垃圾或杂物未清理。3.磷溪镇福聚村团结

沟、意溪镇东洋塭白塔寺路口与意东一路交接路口的水沟部分岸

堤坍塌、砌石脱落。4.庵埠镇刘陇村前沟溪、磷溪镇仙河村塘池

片沟违规搭建物清拆不彻底。5.意溪镇东洋塭白塔寺路口与意东

一路交接路口的水沟、路西办山边村沟尾溪山边段、古巷镇古一

村枫江流域支流（东龙巷 埔尾桥下土路）岸坡杂草丛生。6.樟

溪镇魏厝楼南溪魏厝楼段（老溪 新溪）桥头堆积施工土方，部

分滑入溪道。7.意溪镇东洋塭白塔寺路口与意东一路交接路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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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沟村民擅自围垦河道,侵占水域种植蔬菜，导致河道面积缩小

影响正常行洪。

（三）乡（村）道路。从督查情况看，整治成效较好的乡（村）

道路有浮洋镇西郊村陈厝宫前路、黄冈镇山霞村主干路，成效较

差的是意溪镇上津村上津路、城西街道后街村吉地街。

1.浮洋镇西郊村陈厝宫前路已完成路面整体硬化改造和配

套排污管道建设，即将可通车通行，工作到点到位，成效突出。

浮洋镇下一步将跟进两侧路肩的必要配套建设，进一步美化该乡

村道路。2.黄冈镇山霞村主村道乱占、乱搭建物、“三线”乱搭、

排污堵塞等问题已得到有效整治，路基路面改造并配套排水涵

管、检查井等工程已完成。黄冈镇山霞村下一步将完善路面标志

标线、限速标志、路灯照明等安全规范要求。3.登塘镇林二村林

妈陂大桥至林二村委路段已落实施工围蔽，在破损水泥混凝土路

面处加铺沥青，路道整体平顺。登塘镇下一步将继续做好对路基

路面的查漏补缺，加强日常养护和清扫保洁。4.凤塘镇崎头村兴

工路崎头柯路段正在对路面和供水管道进行改造施工，路道整治

提升工作正在进行。凤塘镇下一步将加快项目施工建设进度，确

保取得明显整改提升效果。5.长德办洲园社区浮洲园街两旁违规

搭建物已清拆，并常态化开展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等现象整治执

法，整体路况空间和卫生清扫水平有所提升。长德办下一步将按

照在 2020 年已列入枫溪区交通网络整治改造提升及智慧停车建

设工程一期项目的规范要求跟进落实。6.路西办白塔村上埔路

（陇上铺路）路面破损严重的部位已进行修补，路面卫生打扫干

净。路西办白塔村下一步将发动本村乡贤、企业等筹集资金，尽



— 7 —

快完成路段的整体铺设和“三线”凌乱整治问题。7.凤新街道陈

桥村（新埔）发达街道路两侧一些乱搭乱建已清理，地下排污管

网改造工程正在施工阶段，路侧一些闲置宅基地改造成临时停车

场地，改善路段停车秩序。凤新街道陈桥村下一步将增加资金投

入，修复破损路面，改善村民出行和生活环境。8.城西街道吉街

村永春南路一支路路面总体打扫干净，未发现存在乱搭乱拉乱建

现象，城西街道下一步将以路长制抓责任落实，完善道路常态管

理工作。9.城西街道吉地街已完成路侧乱搭建物和卫生死角的清

理，并加装太阳能路灯照明，路况环境有所改善。城西街道下一

步将完善日常道路管理制度，落实路长制，加大执法力度，规范

坐店经商。10.意溪镇上津村上津路路面有落实保洁清扫，环境

卫生有所改善。

对本期最差乡（村）道路阶段性整改情况的现场检查情况看，

大多数道路整改整治工作较为滞后，与其“方案”的进度要求相

差较大；一些道路两侧杂草成片、废弃杂物堆积、存在卫生死角；

“三线”乱搭问题未得到整治。1.除浮洋镇西郊陈厝宫前路、黄

冈镇山霞村主干路外，其它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路面破损、崎岖

不平等现状。2.登塘镇林二村林妈陂大桥至林二村委路段的限高

架下路面破损较为突出，混凝土破碎、粗集料外露；3.长德办洲

园社区浮洲园街、凤塘镇崎头村兴工路崎头柯路段、枫溪区路西

办事处白塔村上埔路（陇上铺路）、湘桥区凤新街道陈桥村（新

埔）发达街、城西街道后街村吉地街、意溪镇上津村上津路的路

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路面破损、崎岖不平问题；吉地街路面宽窄

不一、高低不平，群众反映较为强烈；长德办洲园社区浮洲园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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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档门口鱼鳞残物无及时清理干净，排水井口出现孳生苍蝇、路

侧一些角落存在废弃物，经营铺户“门前三包”工作落实不到位；

意溪镇上津村上津路部分路段仍存在乱搭乱拉乱建、占道乱摆卖

的临时市场，沿路两侧铺户“门前三包”未到位、乱丢乱弃杂物、

成片杂草无清理，整改工作较为被动。4.城西街道吉街村永春南

路一支路（金丽花园后路）左右两侧路面高底相差约 30 厘米，

中间绿化岛有些破损残缺，一些铺户外面污水横流、滋生蚊虫，

两侧铺户对道路整体改造建设存在抵触情绪。

（四）农贸市场。从督查情况看，整治成效较好的农贸市

场有凤新街道银槐市场、西新街道南门市场，成效较差的是

彩塘镇南方宝兴市场、汫洲镇红山水产市场。

1.凤新街道银槐市场认真落实信息公示和市场管理台帐齐

全规范；市场排水、摊位卫生、秩序管理、垃圾分类收集、小广

告乱张贴等问题已落实整改；水产区和熟食卤制品摊档经营设施

和秩序整改效果明显；市场公厕保洁到位，整洁无异味，无障碍

卫生间正在建设；有相应消防设施。市政服务中心下一步将规范

各经营功能区，完善各种配套设施，加强管理，确保市场规范有

序。2.西新街道南门市场服务管理机构、信息公开、市场管理台

帐、垃圾分类收集、熟食卤制品摊档经营秩序等问题整改提升效

果明显，小广告等乱张贴已清除，市场内总体卫生环境有明显改

善；公厕内外设施完好，保洁及时。嘉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一

步将全面更新市场宣传板、制度栏和公示栏，并持续做好市场日

常管理工作。3.高堂镇高堂院前市场围绕创国卫农贸市场有关标

准要求，开展市场硬件和短板升级改造工程，目前正处于施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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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高堂镇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对标农贸市场各项创国卫具体要求

抓好整改提升工作。4.枫春路南段粤潮市场乱拉乱搭、扩摊、占

道经营、杂物乱堆等现象已得到有效整治；场内新设置停车场并

有专人管理，车辆停放有序。市政服务中心下一步将征求意见，

按照水产市场规范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市场提升改造方案。5.

池湖路池湖市场管理人员信息、收费项目及标准、企业年度报告

有公开公示；熟食、卤制品摊档“三防”设施和市场严重卫生问

题均有落实整改措施；市场从业人员袒胸露背不文明现象有所改

善。池湖市场下一步将对市场环境卫生、创卫宣传、毒鼠屋投放、

熟肉摊档“三防”设施和市场外乱摆卖等问题进行全面整改提升。

6.环城西路河尾街 7 号西濠市场管理人员信息公示、管理台帐等

问题有较好整改提升；摊位卫生、垃圾分类收集等问题有落实整

改措施；熟食卤制品摊档硬件设施和经营秩序得到一定的规范提

升；场内消防设施齐全；公厕整洁干净无异味；场外利用违建清

拆空地规划停车泊位。市政服务中心下一步将提升完善硬件设

施，建设无障碍卫生间。7.潮安区庵埠镇外文新内关市场信息公

示和场管理台帐得到进一步规范；市场卫生有改善；硬件设施有

提升；消防设施较齐全。庵埠镇下一步将在开展各类乱象整治的

同时加大宣传工作力度，提高商户卫生意识。8.钱东镇上浮山市

场进行了升级改造，场内总体卫生比较干净整洁；管理人员信息

公示、管理台帐等问题已落实整改；店铺和摊位证照公示、进货

查验、索证索票、商品购销台账较为齐全。钱东镇下一步将再细

化整改提升措施，逐项抓好落实，切实改变市场环境卫生脏、乱、

差的局面。9.汫洲镇红山水产市场地面黑臭积水、地沟排水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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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小广告等乱张贴、没有垃圾分类收集设施、经营摊档各类证

照不齐全等问题均有落实整改，市场卫生和经营秩序有所改善。

汫洲镇下一步将开展市场问题督办工作，加强创卫宣传教育，对

存在问题整改不力现象进行曝光和处罚。10.彩塘镇南方宝兴市

场升级改造资金得到解决，工程目前已完成招投标，正处于中标

公示期。彩塘镇下一步将按照计划落实工程改造提升建设工作，

并妥善解决整改期间商户经营难题。

督查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市场缺乏整体改造提升计划，

具体要求仍和创国卫标准差距较大，大部分市场收费项目及标

准公示、日常监管工作等问题落实仍不到位，划行归市、卫生

管理、创卫宣传、创卫知晓率、病媒防制、禁烟标识等问题

有待进一步提升。1.大部分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或未能严

格按照创国卫标准要求落实，粤潮市场、上浮山市场、外文新

内关市场、红山水产市场无车辆限进装置；南门市场、粤潮市

场、高堂院前市场、上浮山市场、外文新内关市场（女厕）、南

方宝兴市场、池湖市场公厕没有设置无障碍卫生间，没有轮椅通

道、扶手、绿石坡道等无障碍设施；南门市场（沿街商铺）、

高堂院前市场、外文新内关市场、南方宝兴市场熟食摊档“三

防”设施不齐全或无启用；粤潮市场、红山水产市场、高堂院

前市场、上浮山市场、南方宝兴市场配备的消防设施不足或缺失，

部分消防栓箱内设备损坏缺失，大部分商铺没有灭火器，少部分

商铺有灭火器，但灭火器管理不规范；粤潮市场、红山水产市场

存在三合一隐患问题；粤潮市场、高堂院前市场、上浮山市场、

红山水产市场、南方宝兴市场、池湖市场下水道排水沟设置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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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要求，部分有堵塞现象。2.绝大部分市场卫生保洁水平标准

不高，毒鼠屋配置和下水道口“四防”设施不够齐全规范；

粤潮市场、高堂院前市场、红山水产市场、南方宝兴市场垃圾

收运设施配套不完善，保洁工作乏力，经营铺户内部卫生情

况较差；银槐市场、池湖市场污水管道直排至地面，污渍油渍

明显；高堂院前市场、南方宝兴市场公厕保洁不到位，污渍污

垢积聚。3.一些市场基本信息公示设置不规范或缺失；粤潮

市场、高堂院前市场、上浮山市场、红山水产市场、南方宝兴

市场健康教育专栏设置不合理或不规范；红山水产市场、南方

宝兴市场快检公示不规范，索票索证制度落实不到位，部分从

业人员无健康证明或无公示；粤潮市场、高堂院前市场经营主

体证照不齐全。4.大部分市场内及周边沿街卫生整洁和经营

秩序仍有待整治提升，高堂院前市场、红山水产市场、南方宝

兴市场均存在不同程度车辆乱停放；粤潮市场、高堂院前市场、

外文新内关市场、南方宝兴市场周边有占道经营、占路为市现

象；粤潮市场、高堂院前市场、上浮山市场、红山水产市场、

外文新内关市场、南方宝兴市场、池湖市场部分经营户商品随意

摆放，杂物无及时清理，经营秩序较乱；西濠市场、上浮山市

场、南方宝兴市场摊位排水口清理不及时；西濠市场、红山水

产市场、外文新内关市场、南方宝兴市场、池湖市场摊位内电线

乱拉乱接、乱拉乱挂、杂物乱堆乱放问题没有解决，溢摊经营等

现象整改不够彻底；高堂院前市场、外文新内关市场、南方宝兴

市场、池湖市场空置摊位内杂物堆积。

二、整改工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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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重视，高位推动统筹部署。本期最差点位整改提

升工作涉及的相关县（区）和镇（街）、村（居）均能够高度重

视，党政领导能够深入整改一线，督促指导工作。从整改专班成

员配备、整改方案计划和工作推进会议记录等台账看，此次组织

领导工作开展情况比第一期最差点位整改期间落实更加扎实细

致。东凤镇、浮洋镇派员进驻东凤一村和西郊七支渠协调指导整

改工作开展落实；黄冈镇山霞村形成清拆违建、村道平整、基础

建设、垃圾收运、病媒生物防制、村容和水环境整治等多方面工

作同步推进工作协调机制；高堂镇积极协调各有关部门，召开整

改工作现场会，落实落细对院前市场升级改造工作；汫洲镇联合

各相关职能部门，多次指导约谈红山水产市场开办方，督促开展

整治工作；庵埠镇层层压实外文村新内关市场整改责任，保证工

作落实到位。

（二）狠抓整改，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入围第二期最差点位

所在的镇（街）、村（居）能够结合各自辖区实际情况，聚焦整

改工作重点难点，研究对应攻坚措施，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整合

各方力量狠抓整改提升，绝大部分单位能够主动开展创卫宣传工

作，尽其所能筹集资金开展相关整改提升工作。樟溪镇、海山镇

石头村通过包联单位协调沟渠和村（居）整改工作落实；庵埠镇

开展沟渠水体及周边环境灭蚊工作；古巷镇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强化沟渠两岸环保执法检查工作力度；城西街道主动协调交

警、市监部门和环卫公司对辖区最差道路开展联合整治，同时加

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黄冈镇在新乡干渠水面整齐种植水生植

物，净化水质；路东办池湖村集中力量，对市场内外铺间加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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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进行物理隔离规范坐店经营；彩塘镇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南方宝

兴市场进行设计并完成升级改造上网招标、公示，短时间内将进

入施工阶段；市市政服务中心能够对标对表，投入资金补齐短板，

协调各有关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整治，规范各经营功能区秩序。

（三）形成机制，压实责任促见成效。通过第一期最差点位

整改工作实践，此次整改责任主体单位在压力传导、工作分工、

日常管理和成效巩固等方面有更加完善的工作制度机制，总体整

改提升效果优于第一期。磷溪镇埔涵村制定落实辖区日常卫生巡

查制度；东凤镇东凤一村、江东镇独树村实行村干部包片包干责

任制度；城西街道吉街村（吉利村）实行日常网格化巡查整改管

理机制；意溪镇、磷溪镇辖区有关村（居）建立整治期间信息上

报和阶段研判工作机制；路西办槐山岗村建立《乡村整洁卫生标

准》制度；古巷镇、樟溪镇、磷溪镇、意溪镇以河长制为抓手，

抓细抓实沟渠巡查管理工作；钱东镇在上浮山市场环境卫生专项

整治提升工作中形成“拆—建—管”整治工作机制；市市政服务

中心举一反三，对其负责的市场开展全面排查整治，形成市场常

态化管理工作。

三、督查意见

（一）高度重视最差点位整改工作。目前，全市整体创国卫

工作仍处于攻坚阶段，大部分重要点位的创国卫工作现状和具体

标准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各有关单位部门要认识到“最差点位”

评选工作就是在抓全市创国卫工作水平的下限，最差点位整改工

作就是提升全市创国卫总体水平的基础。当前全市各辖区和行业

对问题短板的整治任务依然繁重，评选出“最差点位”的整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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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各有关单位部门现阶段创国卫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问

题整改、补齐短板的具体工作举措，各有关单位部门务必高度重

视，统一思想，善始善终完成本期最差乡（村）、乡（村）沟渠、

乡（村）道路、农贸市场的整改提升工作。

（二）狠抓关键性问题的整改提升。各有关整改责任单位要

认真对照此次督查指出的具体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剖析各自在

现实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围绕方案计划是否全面；工作措施

落实是否取得较好成效；成效巩固工作机制是否完善等三方面，

进一步加强关键性问题的落实提升力度。最差乡（村）要以拆违

拆旧整治腾出空间补齐绿化、停车、文化活动设施为重点，促进

村容村貌的整体提升；最差乡（村）沟渠要重点推动两岸基础设

施和截污纳管建设工作；最差乡（村）道路要着力解决路面硬底

化和坑洼不平问题，加强两侧的“六乱”整治，规范坐店经营行

为；最差农贸市场要认真对照创国卫考核标准要求，差异化抓存

在问题的整改提升，逐项过关。

（三）提高最差点位整改工作成效。通过此次督查发现，有

关责任单位能高度重视、工作力度大、具体措施系统全面，整改

工作就均能取得明显成效。因此，各相关镇（街）、村（居）在

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工作部署的同时，要加强工作横向沟通，组织

到整改工作先进单位学习交流，主动学习兄弟单位先进工作措施

和机制。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和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等牵头部门要持续对本次督查指出的存在问题进行跟踪

指导，适时组织各有关整改责任单位召开整改工作推进会和总结

会，督促各有关单位落实整改提升工作，贯彻落实创国卫具体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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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要求，确保 2021 年第二期“最差四个十”的 40 个点位场所整

改提升均取得良好成效。

附件：部分督查情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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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岗镇山霞村

磷溪镇埔涵村

钱东镇径南村 城西街道吉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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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溪镇塘边村 意溪镇西都村

海山镇石头村 东凤镇东一村

（二）存在问题

钱东镇径南村 城西街道吉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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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溪镇塘边村 意溪镇西都村

海山镇石头村 东凤镇东一村

路西办槐山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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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镇独树村

二、十个最差（乡村）沟渠

（一）整改成效

古巷镇古一村枫江流域支流 浮洋镇西郊村七支渠

黄冈镇新厝管区广场东路下段林厝埭新乡干渠 樟溪镇魏厝楼南溪魏厝楼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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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塘镇西和村天凤路水渠 庵埠镇刘陇村前沟溪

磷溪镇仙河村塘池片沟

（二）存在问题

黄冈镇新厝管区广场东路下段林厝埭新乡干渠 樟溪镇魏厝楼南溪魏厝楼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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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埠镇流陇村前沟溪 凤塘镇西和村天凤路水渠

路西办山边村沟尾溪山边段

磷溪镇福聚村团结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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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溪镇东洋塭白塔寺路口与意东一路交接路口的水沟

三、十个最差（乡村）道路

（一）整改成效

浮洋镇西郊村陈厝宫前路

黄冈镇山霞村主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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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塘镇林二村林妈陂大桥至林二村委路段

（二）存在问题

凤塘镇崎头村兴工路崎头柯路段 长德办洲园社区浮洲园街

路西办白塔村上埔路（陇上铺路）



— 24 —

凤新街道陈桥村（新埔）发达街

城西街道吉街村永春南路一支路

城西街道吉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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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溪镇上津村上津路

四、十个最差农贸市场

（一）整改成效

湘桥区银槐市场

西新街道南门市场



— 26 —

高堂镇高堂院前市场 湘桥区粤潮市场

枫溪区池湖路池湖市场 西新街道西濠市场

庵埠镇外文新内关市场 钱东镇上浮山市场

（二）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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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堂镇高堂院前市场 湘桥区粤潮市场

枫溪区池湖路池湖市场 西新街道西濠市场

庵埠镇外文新内关市场 钱东镇上浮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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汫洲镇红山水产市场

彩塘镇南方宝兴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