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餐厨垃圾的处理分四步：破碎分选、湿热
提油、厌氧发酵和沼气提纯。

破碎分选，是把餐厨垃圾内的无机物杂
质分选出来同时将有机物制浆。湿热提油，
是把餐厨垃圾中的废油脂提取出来，粗油脂
将用来生产生物油料。厌氧发酵，是将餐厨
垃圾中的有机浆液通过30天的厌氧发酵产
生沼气。沼气提纯，则是将餐厨垃圾发酵产
生的沼气提纯制成天然气。每吨餐厨垃圾能
产生3%左右的废油脂，理论上，1吨餐厨垃
圾产生60立方米沼气。

记者在餐厨垃圾处理中心调度室看到，
大屏幕上入料车间、分拣车间、综合车间、消
化车间等一字排开，车间里的设备正在平稳
运行。借助数字化监管平台，该中心监管人
员能直接看到收运车辆轨迹、作业视频、垃圾
量等相关数据。

下午16时，一辆餐厨垃圾收集车满载驶
入中心大门，记者现场看到，该车辆进站打卡
后，信息自动上传到中控系统，中控系统根据
该车的车型、载重量，自动分配卸料泊位卸
料，收集车驾驶员进入中转车间后，根据车间
内显示屏的引导，到指定泊位卸料。

据介绍，中转车间内安装了生物除臭喷
淋设备，除臭喷淋系统可根据季节和垃圾成
分的变化，自动控制喷淋时间和喷淋量，极大
地改善了作业现场的空气质量。

一台餐厨垃圾车
能“吃”下3吨垃圾
元旦前夕，咸安区向阳湖镇绿山村里，城

区餐厨垃圾处理中心生产车间，技术员在对
设备进行调试。该项目占地面积20亩，总投
资8000多万元，是我市首家餐厨垃圾专业处
理项目，日处理规模能力100吨，预计明年2
月全面建成投产。

记者进入餐厨垃圾处理中心，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一辆辆绿色的餐厨垃圾收集车排列
开来。

“我们中心有6台餐厨垃圾收集车，每天
凌晨5点从中心出发，到城区300家酒店餐
饮店收集餐厨垃圾，收满后运回餐厨垃圾处
理中心。”餐厨垃圾处理中心运营经理杜杨介
绍，进站的餐厨垃圾收集车都提前办理了IC
卡，卡上记载了车辆的隶属单位、车型、自重
等信息。

负责驾驶餐厨垃圾车的司机张华武告诉
记者，他们一车有3名垃圾收运员，“我们到
餐饮店收垃圾的时候，将垃圾桶推到餐厨垃
圾车旁，垃圾车就会自动‘抓住’垃圾桶边缘，
将它高高举起，升至顶端的入口处，再将垃圾
桶翻转，桶里的垃圾就被‘收进’垃圾车内。”

“这辆餐厨垃圾收集车容量大，一车能装
3.5吨垃圾。”杜杨介绍，餐厨垃圾收运车还安
装有车载定位和视频设备，将数据和图像实
时上传到平台，通过手机能随时查看，不仅能
追踪车辆清运路径，确保餐厨垃圾日产日清、
应收尽收，还能掌握产生单位的每日产量、变
化趋势、餐厨垃圾分类等情况，方便运营单位
及时调整管理措施。

“我们现在一天跑两趟，早上5点出厂，8
点回，下午1点出厂，4点回。一个车一趟大
概要跑90家餐饮店，共收取餐厨垃圾3吨左
右。”张华武介绍道。

试运行一天处理20
吨餐厨垃圾

餐厨垃圾处理中心技术人员介绍，餐厨
垃圾分为两类，一类是餐饮企业、单位食堂产
生的餐厨垃圾，一类是居民产生的厨余垃
圾。目前，该中心主要接受处理企事业单位
食堂和餐饮企业的餐厨垃圾。

多方努力实现共赢
香城泉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介

绍，我市从去年开始贯彻落实《湖北省餐厨垃
圾管理办法》，对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理实行经
营服务许可，对餐饮单位、机关食堂等实施餐
厨垃圾分类收集，并与餐饮企业签订《餐厨垃
圾收运服务协议》。

根据《湖北省餐厨垃圾管理办法》第二十
七条规定，直接使用餐厨垃圾喂猪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据介绍，目前餐厨废弃物的流向一般分
为被商贩回收、被私人收集运往城郊农村、倒
入生活垃圾容器、通过城市下水道管网进入
城镇污水处理厂或资源化利用。其中相当一
部分是直接卖给了养殖户。

“将餐厨垃圾规范化的收运处置，除了可
以进行资源化利用，更重要的还是减少对人
类和环境的危害。”该负责人介绍，“餐厨废弃
物中的食物残渣和食品加工废料部分带有大
量化学、农药、病原微生物等残留物，人畜食
用后极易感染病菌，导致交叉感染。此外，利
用废弃物非法加工的‘地沟油’中所含的黄曲
霉毒素，毒性是砒霜的100倍，长期食用容易
患上肝癌、胃癌、肠癌等疾病。”

“餐厨垃圾处理项目是我市创建健康城
市的一项重点工作。除了促成企业和处理中
心签约，更重要的是要阻断餐厨垃圾不合法
的流通渠道。”该负责人表示，只有政府的政
策支持、市场化运作的效益驱动、生活环境优
化与社会价值体现的引导等多面的共同努力
和有效链接，才能实现餐厨垃圾处理市场化、
产业化、资源化，才能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实
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政府、企业、社
会共赢的局面。

同时，通过大型除臭风机将垃圾中转过
程中产生的臭气导入生物滤池，进行除臭处
理，使气体完全达到无污染排放。

目前，全市有 1000多家餐饮店，已有
300家餐饮企业签订了《餐厨垃圾收运协
议》，包括一些学校和单位食堂，餐厨垃圾处
理中心每天处理餐厨垃圾20多吨。

“按照正式投产每天处理100吨垃圾算，
可以转化成6立方米的沼气，以及2吨生物
油料，实现餐厨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
利用。”该中心技术人员说。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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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发集团了解
到，我市首家餐厨
垃圾专业处理项目
即将全面投入使
用。市区产生多少
餐厨垃圾？这些垃
圾是如何处理的？
记者来到了咸安区
向阳湖镇绿山村，
探寻答案。

“无证小区”何时领证？
网民报料：
我于2014年左右在市公安局旁边购得“水岸

澜庭”商品房一套，至今已6年有余，但迟迟无法
取得不动产权登记证，开发商百般推脱，想知道
我们小区几百名业主的“无证之痛”何时能得到
解决？

记者调查：
对此，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工作人员回

复称，水岸澜庭属咸宁市温泉东兴置业有限公司
开发项目，现项目已由政府接管，管理人为温泉
办事处。该项目因消防和水电的竣工验收等工
作还未完成，房地合一的不动产权总证暂时无法
办理。

待该项目办理好房地合一的不动产权总证
后，网民可向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
提交个人的不动产权分证申请，在不动产登记中
心受理完成后一个工作日内，便可领取不动产权
证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购房契税发票如何领？
网民报料：
我家在赤壁,购买了蒲纺工业园桂花树路天

乐花园的房子，2018年开发商开始办理房产证，
当时代收了买房契税，开具了收据。到今年我们
的契税发票还没有兑换，现在开发商已经联系不
到，多次打电话不接听，小区物业管理处形同虚
设，根本没有人管理。

记者调查：
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税务总局赤壁市

税务局。收到该网民反映购房契税只有收据没
有发票的问题后，该局高度重视，立即进行核查。

该局工作人员介绍，契税是以所有权发生转
移变动的不动产为征税对象，向产权承受人征收
的一种财产税。应缴税范围包括：土地使用权出
售、赠与和交换，房屋买卖，房屋赠与，房屋交换
等。契税发票是纳税人缴纳了税费的凭证，其主
要是由地方税务机关开具，是房屋原值核定的
重要凭证，契税发票也是当时缴税情况的重要
记录，主要是用于核查房屋原值以及办理过
户。办理过户时，契税发票是登记申请材料中
的必收件。

该局工作人员与当事人联系确认后，通过系
统信息查询，查到该网民的确于2018年9月份已
交房屋契税。该局已电话告知对方可以到政务
服务大厅打印契税发票，该网民对处理结果表示
满意。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人行道车辆乱停谁来管？
网民报料：
咸安区北门路2号正门口人行道上有车辆乱

停乱靠，每天3辆车堵在店门口，影响出行，有的车
主没有留下挪车号码，而且有时跟车主说不能停
车，车主也不听，希望有关部门能帮助解决问题。

记者调查：
就此问题，咸安区城管局有关工作人员回复

称，经调查，北门路2号正门口人行道上确实存在
车辆乱停乱靠的现象。

咸安区城管局立即行动、采取措施，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一是加强宣传，向车主宣传相关法律
法规。二是加强引导，引导车辆停靠在北门一号
公共停车场。三是加强处置，联系交警停车场，对
乱停车辆予以拖离。目前，该地段车辆乱停现象
已大为好转。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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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湖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实施2020年度“湖北省
基层专业技术人才奉献岗位计划”的通知》（鄂
人社函〔2020〕223号），我局组织开展了全市人
选申报和评审工作，经我局党组会研究，报请
市委组织部同意，拟定了“湖北省基层专业技
术人才奉献岗位计划”申报名单，现予以公示：

罗进(湖北玉立砂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陈百炼(通城县植物保护站副站
长)、杨爱明（湖北省国有通城县黄袍林场副
场长）、吴创新（通山县望江岭水库管理处负
责人）、王海燕（通山县洪港小学教导主任）、
刘先珍（通山县慈口中学教导主任）、章建良
（通山县洪港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庞细
敏（崇阳县实验小学分校校长）、王建敏（崇阳
县肖岭乡林业工作站职工）、汪世平（湖北通
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何伟（湖北华
宁防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耐磨研究院副总经
理）、游安兵（嘉鱼县簰洲湾镇卫生院院长）、
陈军海（湖北省赵李桥茶厂有限责任公司技
术总监）、黄军陆（湖北福人金身药业有限公
司质量经理）、钟波（咸宁南玻光电玻璃有限
公司生产部经理）。

公示期为2021年1月1日至7日。如对
上述人选(详细情况见市人社局门户网站
http://rsj.xianning.gov.cn/)有异议，请在
公示期内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
术人员管理科联系。

联系电话：0715-8235623
电子邮箱：735472813@qq.com

咸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1月1日

赤壁市P（2020）33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
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和湖北圣典拍卖有限公司对赤
壁市P(2020)33号地块国有建设使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
结果公告如下：

(一)宗地编号:赤壁市拍卖P(2020)33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蒲圻办事处陶瓷厂片区地块七；
(三)出让面积:32216.69平方米(约合48.33亩)；
(四)容积率:<2.3；
(五)土地用途:商住用地；
(六)出让年限:商业40年，住宅70年；
(七)供地方式:拍卖；
(八)起始价:5901万元；
(九)交易结果:9400万元；
(十)公告时间:2020年12月8日至2020年12月29日；
(十一)拍卖时间:2020年12月30日；
(十二)受让人:赤壁市蓝天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1日

赤壁市P（2020）30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
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和湖北朗轩拍卖有限公司对赤壁
市P(2020)30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
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市P(2020)30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蒲圻办事处陶瓷厂片区地块二；
(三)出让面积: 31060.74平方米(合46.59亩)；
(四)容积率:＜2.0；
(五)土地用途:商住用地；
(六)出让年限:商业40年,住宅70年；
(七)供地方式:拍卖；
(八)起始价: 4464万元；
(九)交易结果: 9300万元；
(十)公告时间:2020年12月8日至2020年12月29日；
(十一)拍卖时间:2020年12月30日；
(十二)受让人:赤壁市蓝天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1日

赤壁市P（2020）31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
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和湖北华壵拍卖有限公司对赤
壁市P（2020）3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现
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市P（2020）31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蒲圻办事处陶瓷厂片区地块五；
（三）出让面积：27826.91平方米(合41.74亩)；
（四）容积率：＜2.2；
（五）土地用途：商住用地；
（六）出让年限：商业40年，住宅70年；
（七）供地方式：拍卖；
（八）起始价：4489万元；
（九）交易结果: 8300万元；
（十）公告时间：2020年12月8日至2020年12月29日；
（十一）拍卖时间：2020年12月30日；
（十二）受让人：赤壁市蓝天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1日

赤壁市P（2020）32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
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和湖北成德拍卖有限公司对赤
壁市P(2020)32号地块国有建设使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
结果公告如下:

(一)宗地编号:赤壁市P(2020)32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蒲圻办事处陶瓷厂片区地块六；
(三)出让面积:29336.27平方米(合44.0亩)；
(四)容积率:<2.3 ；
(五)土地用途:商住用地；
(六)出让年限:商业40年、住宅70年；
(七)供地方式:拍卖；
(八)起始价：5004万元；
(九)交易结果:8700.00 万元；
(十)公告时间:2020年12月08日至2020年12月29日；
(十一)拍卖时间:2020年12月30日；
(十二)受让人:赤壁市蓝天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月1日

赤壁市P（2020）34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
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和湖北恒源拍卖有限公司对赤壁
市P(2020)34号地块国有建设使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
果公告如下:

(一)宗地编号:赤壁市拍卖P(2020)34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赤马港街道办事处砂子岭社区，蒲

圻大道南侧；
(三)出让面积:14307.76平方米(约合21.46亩)；
(四)容积率:<3.0；
(五)土地用途:商务金融用地；
(六)出让年限:商业40年；
(七)供地方式:拍卖；
(八)起始价:5342万元；
(九)交易结果:5800万元；
(十)公告时间:2020年12月8日至2020年12月29日；
(十一)拍卖时间:2020年12月30日；
(十二)受让人:赤壁市蓝天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1日

备注：出让地块的详细规划条件以赤壁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为准。（宗地的四至见挂牌宗地图）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
加竞买（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均可通过网上注
册参加报价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
联合申请（联合申请应明确联合竞投所涉及的企
业出资比例、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的受让人），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
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不设
底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
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湖北省咸宁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证书，
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方可参加
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五、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
让规则》、《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上交易系
统操作说明》和《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有意竞买人可登录咸
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上交易系统（http://

219.139.108.3/）查询。申请人可于2021年1月1
日至2021年2月2日在网上浏览或下载本次挂牌
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参加竞买。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纳保证
金截止时间为2021年2月2日下午16:00时，

G[2021]01号网上报价时间为2021年1月
23日上午8时00分到2021年2月4日上午10时
00分止

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买
人表示愿意继续加价的，系统将自动转入网上限
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储备交易
中心对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不另行组织现场
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
现场踏勘。

八、如果在使用湖北省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网上交易系统过程中遇到问题或困难，请在分
清问题类型的同时，与下列有关工作人员联系：

土地交易业务咨询电话：
石先生 0715-5889579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
汪先生 15872011934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O二一年一月一日

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赤壁网挂G【2021】0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咸宁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等有关规定，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定于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2月4日在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赤壁网挂G【2021】01号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授权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号

赤壁网挂
G（2021）
01号

用地位置

赤壁市中伙铺镇
南山村2020-交
易-K-7地块

面 积
（㎡）

129216.46
(折193.82

亩)

规划设计条件
容积
率

＞1.0

建筑
密度

40%-
60%

绿地率

＜15%

建筑
限高

＜25米
（不含构
建筑物）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约定土地
条件

现状土地
条件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399

网挂
起始价
（万元）

1996.40

增价
幅度

（万元）

10

公 告
兹有通城县公民胡衍辉（身份证：

422324197501186835）、何 猛（身 份 证 ：
422324197409265231）、陈 平（身 份 证 ：
422324196904260046）、刘丽平（身份证：
422324197005254827）、方九华（身份证：
422324197105152502）、黎小平（身份证：
422324196504260039）、胡 琼（身 份 证 ：
422324197102136865）、吴忠文（身份证：
422324197910041231）。经查，上述八人于
2014年元月假借通城县隽水镇白沙社区七
组村民的名义在原通城县国土资源局隽水土
管所分别骗取批准了《农村个人建房用地批
准书》，目前，此八人的八个宅基地被转让给
张龙雄，金旺甫等人已用于小产权房违法建
设，上述八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五款“依法可以撤
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
撤销。”的规定，我局决定撤销此八人的《农村
个人建房用地批准书》。

特此公告
联系人：程浩 电话：0715-4318985

通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29日

遗失声明
咸宁市天瑞祥包装有限公司遗

失道路运输营运证，车辆道路运输证
号：货421202011844，特声明作废。

徐燕飞遗失位于通城县隽水镇
石泉村一组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
为：015920，建筑面积433.30平方
米，特声明作废。

李栋遗失双鹤驾校报名发票一
张 ，发 票 号 码 ：02164384，金 额
3000元，报名时间：2017年3月15
日，特声明作废。

车辆注销公告
兹有咸宁市鸿达运输

有 限 公 司: 车 牌 号 为 鄂
L1C180，道路运输证号为:
咸宁 421202200493；车牌
号为:鄂L1C003，道路运输
证 号 为: 咸 宁
421202200462。此两台车
因不服从公司管理，特此声
明注销此两台车辆。
咸宁市鸿达运输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日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崇阳县中医院骨伤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