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六进”活动居民积极参与

在咸安区福星城小区，居民晓雯的
奶奶一开始对于垃圾分类还是比较抗
拒，因为嫌麻烦。

“有时候虽在家里分好，但有时下楼
扔垃圾的时候经常几个袋子套在一起拿
走了，这时候小孙女就会在后面告诉我，
说我拿错了，还要给我做示范。”晓雯奶
奶说。

晓雯的表现也逐步影响了家人，奶
奶虽然有时记不住，但经过她的提醒，已
经在慢慢改善。晓雯就是在幼儿园里知
道垃圾如何分类的。“分的好老师还给个

小红花，或者发一点小奖励，这对于小朋
友来说有积极的引导意义。”晓雯奶奶
说。

“这说明‘垃圾分类进学校’有了成
效。”王国华说，走访中他询问了不少市
民，不少人的反馈都是“嫌麻烦，不想
分”。垃圾分类改变的是一个人的行为
习惯，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我们希
望通过小孩子的行动来影响带动他们。

于是，市城管执法委积极组织开展
垃圾分类“进机关、进学校、进单位、进街
道、进社区、进家庭”的“六进”主题活动，

以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目前，城区各学校对垃圾分类都很

重视，平日里都会有一些关于垃圾分类
的作业，让孩子从小了解垃圾分类。各
个小区也会组织一些亲子活动，来进行
垃圾分类的相关宣讲。此外，相关的志
愿者还会入户到居民家中进行宣传。

为了实现垃圾分类工作“加速跑”，
市环卫局还积极和城区各社区联系，科
学选择垃圾分类处理模式，多个社区环
境面貌焕新颜。

其中，银泉社区打造垃圾分类新样

板荣获2020年全省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创建工作先进社区称号。据介绍，银泉
社区做好“守箱+劝导”“动态+静态”“线
上+线下”的全方位等多形式宣传普及，
抓好党员先锋队、社区模范队、志愿服务
队的示范带队作用，用好联席会、星级评
价和积分兑换机制，形成了良性循环
的工作格局。

“垃圾分类还需持续全面统筹、科学
谋划，深入社区、强化宣传、落细落小等。
总之，垃圾分类工作还任重道远，仍需大
家继续努力。”王国华说。

垃圾分类已获居民广泛认同
市环卫局副局长王国华说，垃圾分

类属于新事物，共有“可回收物、有害垃
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四大种类，但大
部分人既不知道垃圾分类是什么，也不
知道该怎么分。所以，刚开始推广垃圾
分类时，居民接纳度很低，就连被当作试
点的小区也没完全理解垃圾分类的意
义。

“当初，小区居民对垃圾分类试点
工作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没起到理
想的效果。”王国华说，当时试行的办法
也没有结合咸宁实际，在试行小区投
放的一些普通分类垃圾箱，没有起到
什么作用，使用率、回收率、分类准确

率都很低。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优美

生活环境的需求和垃圾分类意识逐步提
高，大家对垃圾分类的态度由原来的被
动接受转变为主动要求。”王国华说，经
过几年的摸索和实践，我市完成城区环
卫作业PPP项目垃圾分类收集补充项
目，政府提供垃圾分类设施，由项目市场
化公司——湖北启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
负责运营，运营范围覆盖29个小区垃圾
分类服务，其中包含浮山办事处24个小
区，温泉办事处5个小区。

目前，我市投入财政资金 1100 万
元，建成“好嘞亭”15座，职能回收箱15

套，安排服务亭专员30人，覆盖户数达4
万余户、12万人。

“垃圾分类的推进过程中，宣传是最
重要的一项内容。我们一个服务亭有两
个专员，垃圾分类的理念要传递到家家
户户，让大家养成一种习惯，这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但我们相信，一旦大家垃圾
分类的文明意识形成了，后面的推进就
会越来越顺利。”湖北启宁城市服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诚说，目前已经建立起试
点小区居民分类投放垃圾督导模式，通
过“上门入户宣传”“站岗式定点督导”

“评选季度分类之星、红榜激励”相结合
的方式，来督导小区居民定点分类投放

垃圾。
分类后的垃圾如何回收呢？市城管

执法委市垃圾分类专班成员沈家乐表
示，“其他垃圾”由城区环卫作业市场化
公司采用挂桶车运到市城区垃圾焚烧发
电厂处理；“厨余垃圾”由城区环卫作业
市场化公司采用餐厨垃圾车运到市餐厨
垃圾处理厂，对分类的厨余垃圾进行专
门处置；“可回收物”由专门的收集车进
行转运，经集中分拣后交由上游有资质
的再生资源回收公司处理；“有毒有害垃
圾”集中后每季度由密闭的危废运输车
运至湖北省危废处置中心处理。

垃圾分类已成居民“新时尚”

10日，记者来到咸安区双鹤桥昱园
小区，门口一个写着“好嘞垃圾分类服务
亭”的蓝色招牌的玻璃房十分显眼，门口
的显示屏里正播放着垃圾分类的公益动
画，右旁有两个蓝色一个红色的智能垃
圾桶。

只见一个居民手提几个塑料桶，熟
悉的拿出卡在垃圾桶前一刷，再按下“塑
料”按钮，仓口自动打开，将手里的塑料
桶投了进去，几秒后门关闭后，语音发出
提示“0.99公斤”，整个过程花了不到2分

钟。
旁边一位穿着黄色工作服的工作人

员黄霞在一旁耐心指导：“蓝色箱是可回
收垃圾，红色箱是有害垃圾，你的卡在这
里刷一下就行，到时候积分会直接存入
你的卡里。”

黄霞是负责昱园小区垃圾分类的服
务亭专员，她每天专职负责指导前来丢
垃圾的居民正确投放、现场讲解垃圾分
类知识、可回收物计重积分兑换、垃圾分
类入户宣传工作，是居民们垃圾分类的

小助手。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众

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走
进小区，记者注意到，不管是小区广告
牌，还是居民楼的单元门上、宣传栏里、
垃圾桶处，到处都有垃圾分类的公益宣
传广告。

小区里面，绿色和灰色的分类垃圾
桶排列得格外整齐。走近细看，垃圾桶
周围没有任何垃圾散落，地面上毫无污
渍，桶身也被擦拭得干干净净。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位来扔垃圾的
居民都自觉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别
投放，在这里垃圾分类投放的意识已深
入人心。

“只有垃圾桶变得干净，居民才愿意
走近。”负责垃圾分类的保洁员告诉记
者，每次厨余垃圾满桶时，重量差不多都
是75公斤。为了降低厨余垃圾的含水
量，她会将每桶垃圾压实后再倾倒出桶
内污水，确保运出的厨余垃圾全部都是

“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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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为了切实解决农村地区群众出
行难问题，统筹城乡客运协调发展，咸安
至梓山湖农村客运公交已改造成为城市
公交运营线路。“公交开到家门口啦！”成
为咸宁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原来家门口不通公交，出门坐公交
要换乘，很不方便。现在家门口通了公
交，搭车又快，车费也能便宜。”家在咸安
区桂家桥附近居民钱女士说，以前她到市
区要么是换乘几趟公交车，要么是自己骑
电动车。16路公交车开通后，老人也可以
免费乘车，学生上学也不拥挤，让出行路
更温馨、更快乐。

钱女士的感受并不是个例。3日，准
备出门的市民张先生，看了看手机时间，
不慌不忙地走出家门，看到不远处1路公
交车已缓缓停稳。“这车多好啊，政府是真
下大力气啦！乘公交的人越来越多，尤其
是1路和9路，上下班高峰时，快赶上大城
市地铁了。”

去年，我市开通赤壁与温泉、嘉鱼互
通公交专线。专线的正式运行，打通了赤
壁与咸宁温泉、嘉鱼三地之间快速往返的
主通道，方便了群众的出行。

“城际公交的开通，方便了出行，赤壁
到温泉的票价由原来25元降到15元，还
可以直接到城铁咸宁南站，去孝感、武汉

都很方便。”市民叶先生高兴地说道。
据悉，三地城际公交专线的开通，是

构建区域“同城效应”的一大探索，是城际
公交一体化发展的一大突破，更是我市公
交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城际公交
每天安排60个班次，每15分钟发一个班
次，与以往客运班次相比，运营班次增加3
倍，票价降低了25%。而且城际公交实行
阶梯票价，凡符合规定的老年人、残疾人、
军人免票、学生半价乘车。

2日上午，在赤壁市余家桥乡等车的
居民杨燕君笑意盈盈。过去，由于交通不
便，年纪也大，行动受限，杨燕君很少进城。

“公交车开通了，我们不用坐三轮车
了，更加安全舒服，对我们老年人价格实
惠，驾驶员的服务态度又好。”杨燕君说，
优质、低价、安全、便捷的城乡公共交通服
务，已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幸福。

如今的公交车，不仅方便，还绿色环
保。记者从市交通局获悉，我市有新能源
公交车近900台，覆盖六个县市区所有公
交线路，覆盖率位居全省第一。

近年来，我市城市公交行业不断走上
“绿色”发展道路。市枫丹公交公司率先
引进了10台新能源插电式混动公交车，
标志着我市公共交通行业随之驶入“新能
源时代”。随后，全市共引进了清洁环保

的纯电动型共交车351台，其中通山县奔
阳公司、通城恒通公司、崇阳天成公司更
换了所有燃油车型，成了全省最早一批实
现新能源纯电动车型全覆盖的县城。

在市区1路公交车上，驾驶员孙师傅
正驾驶纯电动公交车运行在班线上，孙师
傅开公交车已有10多年，对于近年来城
区公交车的变化，他感触很深。

“以前是汽油车，后面换为天燃气车，
现在的电动公交无污染，非常环保，起步
比较稳，车上比较干净。”孙师傅说。

市民刘女士说，原来需要等很长时间
才可以等到公交车来，现在公交车量数变
多了，走出家门就可以乘坐，等公交车不
需要等太长时间，比较方便。

市民王先生说，原来的公交车噪音比
较大，也有点不卫生，也不环保，现在这个
车又环保又宽敞，乘坐的感觉比较舒服，
特别方便。

同时，我市还加快推进公交智能化、
信息化进程，构建智能公交信息管理系
统，实现公交智能管理。

曾经，大多市民都是站在车站盲目等
待，每次乘坐公交都要约摸着时间碰运
气，有时20分钟也等不到一辆，这让人们
对公交车一度失去了信心与耐心，宁愿坐
出租车甚至步行也不愿苦等。如今，无论

是居住在远离市区的乡镇，还是身处繁华
的闹市小区，选择公交出行成了很多人的
生活习惯。

市枫丹公交将公交服务拓展到用户
的手机，用户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随时
随地查询各公交车辆的实时位置、上下行
方向等信息，方便用户适时安排自己的乘
车计划，不用在公交站耗时间，充分享受
城市信息化带来的智慧化城市生活。并
开通了支付宝扫码支付功能，市民乘车变
得更加方便快捷。

“以前是人工派车的时候，费时费力，
现在改为智能调度以后，达到节省人工、
节省时间的效果，可以提醒我们司机按时
按点发车，比较方便，效率高。”市枫丹公
交公司总经理肖世华说。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
市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不断推进我市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助力
乡村振兴，逐步加大我市区域内公交车的
覆盖率，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安全感。

公交开到家门口 百姓暖在心里头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百姓话题

《咸宁市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
案》自 2019 年 9 月施行以来进展如何、效果怎
样？连日来，记者在全市29个垃圾分类试点小
区采访发现，垃圾分类投放已然成为社区居民的
自觉行动。

新闻追问
问民生

垃圾分类为何成为“新时尚”？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潜山偷笋谁来管？

网民报料：
近段时间周末，我爬潜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时候，看

到一些人在偷挖竹笋，更让人气愤的是，道路两边都是
被人剥下的竹笋壳，扔得遍地都是，一片狼藉。希望相
关部门管一管。

记者调查：
4日下午，记者来到潜山国家森林公园，从潜山广场

旁的入口处走进，迎面就看见山坡上的一大片竹林。拾
级而上，果然在地上陆陆续续看见许多暗红色的笋壳，
被人丢弃在山道上、小路边、草丛中。

记者发现，潜山国家森林公园里有的地方树着“出
笋时期禁止入内”“爱笋护笋人人有责”的警示牌，但仍
随处可见带着袋子挖笋的游客，有的还全家出动，带着
孩子一起来挖笋。

一位路过的游客看到直摇头，感叹：“这些人真是文
明程度差，过度挖笋，新的竹子怎么长出来？而且带着
孩子来挖笋也太不注意形象了，让孩子从小就认为公共
资源可以占为己有。”

在山道上，记者遇见公园管理人员说，竹林是严禁
挖笋的，游客盗挖竹笋，主要归市林科院管，我们发现有
人盗挖现象会及时制止，并向市林科院反映。

市林科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潜山仅竹种园和楠竹林
这两大片竹林就有300多亩面积。为了保护园中名贵竹
种，林科院在竹种园做了围栏，几个出口还派了工作人
员把守，但是把竹林全部围起来也不现实，每到春天出
笋的时候 ，工作人员、护林员全员上阵，拉红线、贴标语
和森林公安轮流巡视，但还是防不胜防。希望游客能文
明游园，让竹笋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汽车自燃怎么办？
网民报料：
近日，市人民广场旁一辆电动汽车自燃了，看着好

吓人，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请问，汽车自燃怎么办？
记者调查：
带着网友的疑问，记者来到了城区一家4s店，修理

师傅告诉记者，漏电漏油、私自改装车辆、电器失效短
路、局部电阻过大发热、缺少润滑机件硬摩擦、车内易燃
物放置不当等原因，都会造成车辆发生火灾。

除了车辆本身的故障外，为了改善车内空气使用的空
气净化器或者挡风玻璃下放空气清新剂，还有喜欢抽烟的
车主落在车内的打火机，都会成为引发车辆自燃的火源。

交警告诉记者，车主疏于定期检查和保养也是车辆
自燃的原因。车开的时间长了，电路、油路肯定是要出
问题的，车上大量使用的橡胶塑料件老化也是必然的。
这就需要车主及时了解车况，避免较为复杂的涉及车辆
电路的改装行为。

此外，除了检查车辆，定期检查更换车载灭火器也
很必要，这样一旦车辆起火也能做到及时自救。

交警说，车辆消防安全的要诀不外乎发现险情、及
时处置、人命要紧、远离车辆这几个字。在驾驶过程中
警惕车内异味和冒烟现象，发现异常立即停车切断油路
和电路并迅速离开驾驶室。确认是发动机舱起火，先不
要着急打开引擎盖，因为这很有可能会火借风势烧得更
大，要用灭火器对着缝隙处喷射。如果是乘客，那么车
辆起火后车门是首选的逃生通道，其次才是车顶的天窗
和两侧车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改制职工如何安置？
网民报料：
我是一名市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我所在的企业已

经停产多年，这次听说政府专门安排资金来安置我们这
些下岗职工，非常感谢政府的关怀。想咨询下目前咸宁
市市直国有企业改制职工安置标准具体是多少？

记者调查：
就此问题，咸宁市国资委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根

据《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国有企业改组职工安置有问题
处理意见的通知》（鄂政发〔2000〕66号）规定，国有企业
改组，应制定职工安置方案。

根据咸宁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咸宁市
直党政机关所办企业脱钩改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咸
办发〔2008〕31号）精神，改制为民营企业、国有参股企业
的职工以及改制为国有控股企业没有继续留用的职工，
应发放一次性安置费或经济补偿金。发放标准为每年
工龄最高不超过800元。

根据咸宁市市直党政机关所办企业脱钩改制领导
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推进市直36家困难企业职工安
置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咸脱钩办〔2016〕2号）精
神，企业与在职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应发放一次性安置费
或经济补偿金，按不超过1000元/年工龄标准执行。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村里何时通上自来水？
网民报料：
我是咸安区高桥镇黄铁村人，我们村水质常有杂

质，到夏秋季节，水质更为浑浊。请问政府何时才能给
我们村接通自来水？

记者调查：
咸安区水利和湖泊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07年，区

水利局实施刘根水库引水工程解决黄铁村2（新、老屋
朱）、3、4、5、6组共五个组饮水问题，该工程前期建设标
准低、管网老化、年久失修等原因，2017年我局再次对管
道进行了改造，同时增加了一套过滤设备。由于刘根水
库水质不佳，加上村组管护存在不到位现象，导致部分
村民用水浑浊。经与高桥镇和黄铁村沟通协调后，黄铁
村现已纳入咸安区2018-2020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工程EPC项目中，由高桥水厂管网接通供水，我局已
拨付管材，目前正在施工之中，计划2021年6月完工通
水，全面解决黄铁村的饮水安全问题。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