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安区卫健系统举办

职工健身舞比赛
20日，咸安区卫健系统举办庆“十

一”暨职工健身舞展演比赛，来自该区
卫健系统、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区直医疗单位的 18 支队伍参
赛。

该活动是咸安区卫健系统“迎国
庆、保军运、树文明、守健康”的一项具
体举措，丰富了职工文化生活，推进了
全民健身活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李琼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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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
奋力谱写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服务热线： 56869
天气预报：21～23日受偏北气流影响，以晴为主。具体预报如下：21日：晴，偏北风2～3级，18～30℃；22日：晴，偏北风2～3级，18～31℃;23日：晴，偏北风1～3级，18～31℃。明天相对湿度：40～90%。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18日，
记者获悉，市政府办日前印发《咸宁市
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据悉，我市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分三个时间节点实施“三步走”计划，明
确了生活垃圾分类类别、推进模式，制
定了工作保障措施，将加快建立分类投
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
活垃圾处理系统，形成“政府推动、全民
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生活垃圾
分类制度，不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
市品位。

实施“三步走”计划

《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市中
心城区实现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生活
垃圾分类全覆盖，浮山办事处生活垃圾
分类示范片区试点工作作为环卫作业
市场化PPP项目扩展，由市城管执法委
负责，社会专业机构实施；温泉和永安
办事处选择一定数量居民小区实施生
活垃圾分类试点，由咸安区政府实施；
县（市）城区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生活
垃圾分类覆盖率不低于30%，并选择1
至2个社区和1至2个乡镇开展城乡生
活垃圾分类试点，至少有2个行政村建
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

到2022年，市中心城区对生活垃
圾分类试点开展情况进行总结，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实现城区生活垃
圾分类全覆盖；县（市）城区实现公共机
构和相关企业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至
少有1个社区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
区，至少有2个乡镇开展农村垃圾分类，

至少有5个行政村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
范村。全市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社
区10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45个。

到2025年，全市基本建成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系统，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基
本实现全覆盖，建立生活垃圾分类长效
机制。全市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社
区25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90个。

垃圾如何分类？

我市依据垃圾产生源，确定“四分
法”“三分法”“两分法”等三种分类类别。

单位（公共机构）、居民小区应采用
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垃圾、其
他垃圾的“四分法”进行分类；农村集中
投放点（垃圾箱房）应采用有害垃圾、易
腐垃圾、可回收物垃圾、其他垃圾的“四
分法”进行分类。

农贸市场应采用有害垃圾、易腐垃
圾、其他垃圾的“三分法”进行分类；城
市公园（广场、绿地）等应采用可回收物
垃圾、易腐垃圾、其他垃圾的“三分法”
进行分类。

城市道路公共清扫区采用可回收
物垃圾和其他垃圾的“两分法”进行分
类；农户门口等宜采用易腐垃圾和其他
垃圾的“两分法”进行分类。

垃圾分类如何推进？

《实施方案》提出，我市各县（市、
区）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一种
或者多种模式推进垃圾分类。

政府购买服务模式。适用于已实
施政府采购环卫作业服务的区域（含城
区和农村），作为环卫作业市场化的拓

展项目。
物业牵头管理模式。适用于实行

物业管理的居民小区和公共机构、企事
业单位等。

社区牵头管理模式。适用于开放
式老旧小区、无人管理小区、城中村、城
乡结合部等。

业主自治模式。适用于单位自管
小区、业主委员会自主管理的居住区和
农村集体组织等。

后三种模式中，分别由物业公司、
办事处（社区）、业主设置专职督导员负
责生活垃圾分类引导、分拣、收集，交由
环卫部门（专业公司）分类运输至垃圾
分类处理场所无害化处置。

垃圾如何分类收集、运输、处理？

《实施方案》要求，在垃圾分类收集
中，合理设置垃圾箱房（亭）、垃圾桶站
等分类收集站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
点和容器标识应全市统一规范。收集
（处理）单位（企业）应当建立进出台账，
记录其种类、数量、去向等，完善统计制
度。相关单位、社区应当同步公示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点的分布、开放时间，以
及各类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置责
任单位、收运频率、收运时间和处置去
向等信息。

在垃圾分类运输中，严禁“先分后
混”“混装混运”。要按照区域内各类生
活垃圾的产生量，合理确定收运频次、
收运时间和运输线路，配足配齐分类运
输车辆，并喷涂统一规范的标识。合理
布局建设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和集散市
场，实现再生资源回收、分类、储存、中

转等功能。规范有害垃圾中转运输，完
善有害垃圾收集暂存点布局。

在垃圾分类处理中，加快分类处理
系统建设。有害垃圾由环卫部门（专业
公司）统一收集送到专业危险废物处置
机构处理，其他垃圾清运到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厂处理，城市餐厨（厨余）垃圾
以集中处理为主，农村易腐垃圾就近进
行生态堆肥处理，有条件的县（市）可将
餐厨（厨余）垃圾与城镇粪便、市政污泥
等协同处置。加快建设大件垃圾处理设
施。加强市城区和崇阳县静脉产业园建
设和管理，优化技术工艺，分别统筹“南
三县”和“北三县”各类生活垃圾处理。

垃圾分类工作如何保障？

在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
我市将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保障机制、
强化部门联动、建立法制保障、强化宣
传引导、严格考核监管制度。

《实施方案》要求，各级政府要加大
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保障力度，要将
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建设和运营维护经
费纳入地方年度财政预算。各有关部
门要在垃圾分类设施建设规划、用地、
用水、用电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同时，我市按照法定程序，到2022
年底前制定出台市级城乡生活垃圾分
类地方性法规。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纳入各县（市、区）城市管理检查考核体
系，对没有完成年度工作任务的县（市、
区），及时约谈主要负责同志。各地要
将本地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纳入文明城
市（含文明单位）创建年度考核内容，建
立月考核机制。

垃圾分类，咸宁怎么做？
实施“三步走”计划，加快分类系统建设，制定地方性法规等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阳 通讯员 王琪

本报讯 通讯员沈希、董
一格报道：“秸秆是优质的肥
料，各位村民切不可焚烧秸秆、
污染环境……”17日，咸安区官
埠桥镇广播宣传巡逻车在各村
湾穿行，宣传秸秆禁烧相关法
律法规。

当前正值农作物夏收秋播
季节，也是秸秆禁烧工作的关
键时刻。为全面做好秸秆禁烧
工作，保护生态环境和空气质
量，守护碧水蓝天，官埠桥镇制
定了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禁烧

实施方案，全面发动宣传攻势，
向每家每户发放“秸秆禁烧倡
议书”，张贴标语、悬挂横幅，安
排宣传车进行巡回宣传，对焚
烧秸秆行为加以教育和引导。
同时，该镇利用无人机在辖区
内飞行，扩大巡查范围，确保辖
区不出现一处火点，出现的火
点在第一时间消除。

截至目前，该镇发放倡议
书500余份，出动宣传车20车
次，使秸秆禁烧工作深入人心、
家喻户晓。

官埠桥镇

宣传秸秆禁烧法律法规

本报讯 通讯员胡芳、周
子逸报道：16日至17日，市史
志研究中心“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读书班正式开班。

首期读书班以“加强党的
建设”为主题，重点围绕新时代
党的建设目标任务，突出机关
党的政治建设这个根本，以开
班理论测试、专家辅导、学员领
学、交流研讨等方式，集中学习
了《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纲要》等有关内容；市委
党校副校长、教授张召华作了

《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专题报
告；党史研究工作者作了以《永
不熄灭的火炬——鄂南农民秋
收暴动》《咸宁七十年奋斗历
程》为主题的党史、新中国史辅
导讲座。

全体学员以饱满的政治热
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读
书班各项学习活动。大家一致
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增强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自觉
性与坚定性。

市史志研究中心

主题教育读书班开班

本报讯 记者丁伟、通讯
员邓志高报道：18日，咸宁日报
传媒集团党委领导到通城县关
刀镇高桥村讲党课，与贫困户
同吃“连心饭”，就“两不愁三保
障”扶贫工作情况进行调研。

上午10时，咸宁日报传媒
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机关党
委书记刘国华以《借古鉴今，传
承好家风》为题讲党课，借孟母
三迁的典故展开话题，强调家
风的重要性，告诫村组党员干
部在工作上、作风上要严于律
己，做好表率。随后，咸宁日报
传媒集团党委委员、副社长柯

建斌宣讲传达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有关要求。

党课结束后，咸宁日报传
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
黄胜，到贫困户方月兰家中进
行慰问，询问她家中生产、生活
近况，叮嘱她注意身体并送去
慰问金，鼓励她发展副业、提升
自身造血能力。

在与镇村干部一起研究农
村饮水、公路建设、村庄环境整
治等工作时，咸宁日报传媒集
团党委领导强调在检视工作短
板的同时，要抓好整改落实，确
保年底顺利脱贫摘帽。

咸宁日报传媒集团党委

进村讲党课并开展调研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讯员王
晶报道：“全村已有240多人捐款，金额
最高的达4万元……”3日，崇阳县天城
镇河田村，村党支部书记郑志华谈起
该村美丽乡村建设时，难掩激动喜悦。

河田村是陆水库区村，山环水抱，
风景秀美，村民世世代代靠务农和打渔
为生。随着打工大潮的兴起，该村很多
年轻人都走向了全国各地。前不久，该
村在外的成功人士回村成立“乡贤理事
会”，号召村民自发建设美丽河田。

美丽乡村建设要规划在先，可规

划设计费用至少得30万元，该村根本
拿不出来。

“支持振兴河田的乡亲们来接力
吧！出资金额不限，不是捐，也不是
帮，因为是为我们自己的家乡创业铺
路！”8月13日，有人在微信群里发出
这条消息，没想到村民们纷纷捐起款
来。其中，程正辉捐了40000元，魏焱
良、郑智斌各捐20000元。短短几天
时间，就凑到了20多万。

“美丽乡村建设，不能光指望政
府，而要不等、不靠、自为、自强！”郑志

华感慨说，群众内生动力才是河田村
最大的财富。

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农民
是实践主体，也是动力来源。近年来，
崇阳出现了很多像河田村一样充满内
生动力的村庄，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
池春水。

桂花泉镇官庄村六组殷家大屋，
通过采取“政府牵头，乡贤资助，村民
参与”的模式，投入120万元对总面积
4500平方米的村湾进行改造，一个富
有诗意的江南田园脱颖而出。

白霓镇回头岭村甘家湾，退休回村
的甘景高等8位乡贤与村支书组成乡贤
理事会，尝试“乡贤治理”模式，积极引
领村民崇古训，修人文，向德向善，捐资
助学，扶弱帮困，致力村民奔小康。

乡村振兴激活的关键在人和技
术。近年来，崇阳先后吸引560名市民
下乡发展新产业、200余名崇阳籍能人
回乡参与建设、70多家企业(集团)拟投
资120多亿元开发山水资源。同时，立
足项目引进人才，三年引进乡村振兴
各类人才1000人。

不等 不靠 自为 自强

崇阳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9月19日，笔者作为一名“咸宁交
通志愿者”，在温泉岔路口维护出行秩
序。据初步统计，在当天七点半至八
点半的一个小时站岗时间里，笔者一
侧路口来往行人共计210余人，闯红灯
者有37人，闯红灯率约为17%。

如果说这个闯红灯率偏高的话，
那么算上一些其他因素，恐怕更令人
不安。一是笔者成功劝阻了十几人；

二是“黄T恤”的存在，无形中消弭不少
闯红灯的“冲动”——不少人本想赶时
间“走自己的路”，但看到路口四处的
志愿者，迈出一步又收了回来。如果
算上这两部分潜在闯红灯群体，闯红
灯概率怕是还要高出不少。

站岗过程中，笔者还发现了一些
具有规律性的现象。从年龄段上，闯
红灯者大多为中老年人，这部分人大
多数出生于成长于前汽车时代，由于
一些客观因素导致交通规则意识和知
识相对缺乏，不少人就直言大概知道
红灯停绿灯行，但不知道看哪个“绿
灯”。从时间段上，7点半至8点之间闯

红灯现象明显多于后半个小时，即在
上班、上学、送货等高峰时段表现更加
突出。从具体闯红灯类型上，“抢秒”
现象十分突出。这部分群体多半知道
交通规则，但等不了那几秒——殊不
知，当我们在抢红灯那几秒的同时，他
人可能在抢绿灯甚至抢黄灯那几秒，
安全隐患极大。此外，电动车、三轮
车、自行车等非机动车闯红灯现象较
为突出，这个群体中的不少人仗着交
通工具小灵快，习惯盯着一点空就钻。

不管何种原因，闯红灯给出行者带
来安全隐患的同时，也拉低了我市交通
文明乃至整个城市文明的水准。在大

力创文的当前，这一突出问题值得多方
深思。首先，每一个市民都应该意识到
自己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是一道“行
走的风景”，要站在对自己负责对他人
负责乃至对咸宁形象负责的高度，自觉
培育和践行交通文明规则。其次，文明
素质的全面提升，既要坚持从娃娃抓
起，又要加强对中老年人的劝导。

再次，要根据实际情况从机制制
度上普及规则知识，如强制性要求电
动车、三轮车、自行车等非机动车也上
牌，并在上牌前接受一定时长（比如两
个小时）的交通规则基础知识培训学
习。最后，要继续深入开展志愿活动，
提醒一次是一次，劝导一个是一个，宣
传一处是一处，积少成多，成风化人，
久久为功。当然，在弘扬志愿者精神
中也要注意创新方式、凝聚力量，比如
发动更多市民参与，让闯红灯者参与
志愿服务等。

请勿闯“红灯”
○ 邓子庆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
讯员熊熙报道：5日，嘉鱼县举
行2019年关爱退役军人“慈善
一起捐”活动动员会，号召全县
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为
困难退役军人进行捐赠。

动员会上，湖北金盛兰冶
金科技有限公司、田野集团、嘉
安控股集团、稳健医疗、湖北银
行嘉鱼支行、县城市管理和执
法局等企业、单位积极响应，现
场筹集善款25万元。

“是军人的不畏艰辛、默默
付出，才成就了我们的岁月静

好。作为在嘉企业，帮助困难退
役军人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让广大退役军人感受到全社会
的关怀和温暖，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湖北金盛兰冶金科技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林庆云说。

嘉鱼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关爱退役
军人捐款活动，还开展了网络
募捐、线下捐赠。截至10日18
时，嘉鱼县通过网络募集金额
101812.18元，线下企事业单位
已捐赠649850元，总计筹募资
金751662.18元。

嘉鱼县

举行“慈善一起捐”活动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
讯员敖琼报道:18日至 19日，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市人大代表
视察湖泊保护情况。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肖彬参加视察。

视察组一行先后深入赤壁
市黄盖湖、嘉鱼县斧头湖黄沙
湾渔场、咸安区工业园区污水
处理厂、向阳湖围垸西凉湖东
保护站湖面等地，实地视察各
地湖泊保护情况。座谈会上，
代表们听取了咸安区、嘉鱼县、
赤壁市、市水利和湖泊局等单
位相关负责人关于湖泊保护工
作的情况汇报。

肖彬指出，通过视察和座
谈，深刻感受到了我市湖泊保护

工作近年来取得的明显成效，也
进一步理清了湖泊保护工作存
在的困难和不足。各地各部门
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强化湖泊保
护责任意识，采取更多务实举
措，加强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
力，切实加强湖泊治理保护。要
进一步强化宣传发动，动员社会
力量参与和支持湖泊保护工作。

肖彬要求，要全面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
念，进一步强化我市湖泊治理
和保护工作，持续发力、久久为
功，全力答好新时代湖泊保护
这张考卷，为推进全市水生态
文明建设、助力咸宁高质量发
展做出积极贡献。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市人大代表

视察湖泊保护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