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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湾区将海澄的“农村”垃圾分类思路推演到全区进行试点

“蹚出”垃圾分类新路子
金湾区开展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调研

确保完成美化绿化提升工作

除了各小区，金湾区同样
在下辖的两个镇也展开了垃圾
分类工作。三灶镇方面，今年
以来三灶镇已经选取了20个
小区及村居扩大垃圾分类推广
覆盖率，统筹接管没有专业公
司管理的15个村居环卫工作，
参与垃圾户数达到10308户。
而在红旗镇，垃圾分类工作示
范点已经覆盖16958户，第一
批33个小区试点垃圾分类设
备已全部安装到位。

“今年我们将加大投入力
度，率先实现垃圾分类全覆
盖。”金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相关人士介绍，金湾去
年投入 950 万元用于垃圾分
类，预计今年即将投入2300万
元用于该项工作。目前，金湾
各镇住宅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设施覆盖率为 50%。接下
来，金湾将按照“先易后难，先
点后面”的原则，稳步推进垃圾
分类工作开展。

按照计划，预计到2019年
12月，金湾区将完成246个住宅

小区垃圾分类工作，争取在全市
行政区中率先完成垃圾分类试
点工作全覆盖，使垃圾分类知晓
率、参与率、覆盖率“三个率”达
标。据悉，“三个率”将分别是实
施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示范区域
的居民（村民）的垃圾分类知晓
率和参与率达到98%，全区住宅
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覆
盖率达到100%。

在这个过程中，金湾区将
通过鼓励采用政府购买服务、
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
模式）等形式，吸引社会力量参
与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置和
运营服务，构建垃圾收运、处
置、回收利用的完整产业链，提
高垃圾处理规模化、集约化水
平。与此同时，金湾区还将继
续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开
展广泛的教育引导工作、让广
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实行垃圾分
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有
效的督促引导，培养垃圾分类
的好习惯，形成政府推动、全民
参与的垃圾分类机制。

一个村子，日均产生垃圾约11吨。实施垃圾分类后，在每个家庭设置了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垃圾箱，实施干
湿分开。通过多年努力，最终全村减少50%的垃圾。这样的案例，并非发生在城市，而是每天都在金湾区的海澄村
上演着。

2015年，金湾海澄村成为全市首个试点垃圾分类的村子。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全市全面实施垃圾分类，金湾
区则将海澄的“农村”分类思路，推演到全区进行试点。通过“农村包围城市”，金湾已经“蹚出”了具有金湾特色的垃
圾分类新路子，并已经在西城社区全面试点城市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

2018年，金湾区在垃圾分类上的投入为950万元，到了2019年则预计投入2300万元。根据计划，在2019年
年底前，金湾区将在全区的246个住宅小区实现垃圾分类，争取在全市行政区中率先完成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全覆盖，
使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覆盖率“三个率”达标。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罗汉章
通讯员张意报道：近日，金湾区开展
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进展调研。调
研组先后前往红旗镇三板村和沙脊
村调研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进展情
况，强调要有序推进各项工程，确保
完成示范村美化绿化提升工作。

当天，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三
板村成太队、沙脊村永福队等地开
展实地调研，听取相关工程进展情
况汇报。记者从金湾区相关部门了
解到，红旗镇在三板村、沙脊村分别
安排了不少于20个施工队进场施
工，全力推进“三线下地”、村道升级
改造、民房外立面改造、“一河两
岸”、景观节点等工程建设。

截至目前，三板村和沙脊村共
完成“三清理”1324宗，“三拆除”

339宗，“三整治”505宗，涉及建筑
面积近1.77万平方米，占地面积约
4.19万平方米。其中，示范村建设
的多个重要节点工程，如三板村成
太广场、龙舟码头、多个亲水平台及
栈道，沙脊村桥头广场等已基本完
工。据悉，三板村成太片区等地和
沙脊村部分区域的乡村振兴示范村
建设工作也已初见成效。

调研组指出，金湾区相关部门
要集中力量，务必在本月30日前使
三板村广生片和沙脊村桥头周边的
相关工程见到成效。调研组强调，
相关责任单位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
提下，要加快工程进度；在做好硬件
建设的同时，要规划好乡村绿化美
化工作；要有序推进各项工程，确保
完成示范村美化绿化提升工作。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18日，
记者从三灶镇获悉，该镇的北排河
治理，在省河长办、省生态环境厅、
省住建厅的多次明察暗访中获得肯
定，黑臭水体整治获得“初见效果”
阶段性验收，而南排河治理效果也
得到市级主管部门的肯定。统计显
示，2017年以来，金湾区、三灶镇累
计在北排河投入 1.1 亿元治理经
费，而下一阶段三灶将逐步实现北
排河“长治久清”的目标。

三灶镇的北排河，昔日水体黑
臭，经过的市民要掩住口鼻而过。近
年来，该镇加大南、北排河治理，目前
成果显著。统计显示，从2017年至
今，金湾区、三灶镇累计投入约1.1亿
元，对北排河实施了专项整治。短短
数年，北排河水体实现了从劣V类到

V类水的跨跃，达到了景观河水体标
准，已经实现了“水清、岸绿、景美”。
今年，三灶还将在北排河建设文化长
廊，实现从“岸绿到景美，最终到文化
引领”的三级跳。

“今年5月，在省河长办、省生
态环境厅、省住建厅以及市河长办
的多次明察暗访中，对南、北排河的
治理获得肯定，北排河黑臭水体整
治‘初见效果评估’工作也通过了省
级验收。”三灶镇相关人士介绍，如
今，北排河治理已经进入新阶段。
根据计划，北排河下一个目标就是
将北排河“长治久清”。接下来，三
灶镇将加强水质监测，落实“长治久
清”工作，完善水质例行监测制度，
让生活在三灶的市民生命更健康，
生活更美好。

三灶北排河治理获省阶段性验收
累计投入1.1亿元，逐步实现“长治久清”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罗汉章报
道：近日，由金湾区委统战部主办的
金湾区统一战线“学习强国”知识竞
赛决赛，在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举行。来自辖区公检法代表队等6
支队伍在进行了个人必答题、小组
必答题等紧张激烈的环节后，角逐
出各个奖项。

据悉，此次竞赛得到了金湾区
统一战线成员单位的积极响应和
支持，来自成员单位、民主党派等
21支队伍踊跃报名。经过本月6
日的笔试初赛后，6支队伍挺入决

赛环节。此次竞赛的试题源自“学
习强国”教育平台，包括重要法规
制度、时政要闻等多个领域的知识
内容。主办方设置了个人必答题、
小组必答题、抢答题和风险题等四
个环节。

金湾区相关人士表示，此次竞
赛充分调动了金湾区统一战线成员
学习使用“学习强国”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用“学习强国”激发学习力
量 ，用“知识竞赛”巩固学习成果，
形成了“以赛促学、以学促做、融会
贯通”的良好学习氛围。

激发学习力量 巩固学习成果
金湾区举办统一战线“学习强国”知识竞赛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罗汉章报
道：近日，由金湾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等单位主办的遵义医科大学珠海校
区2019年校园民族歌曲大赛在该
校大会堂举行。来自该校各部系的
10名（组）选手带来了一首首脍炙
人口的经典民族歌曲作品。

由该校大学生艺术团合唱队带
来的合唱表演《我和我的祖国》拉开
了当晚比赛的帷幕。《有一个美丽的
地方》《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傣

族、蒙古族等民族歌曲陆续登台，选
手们身穿民族特色服装，歌舞相融，
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本场
比赛的名次也在最后依次确定。

遵义医科大学珠海校区相关人
士表示，他们希望通过举办此次比
赛，为学生提供一个展示各民族文
化的平台，进一步推动校园文化活
动的繁荣和发展，展现当代大学生
的精神风貌，增强同学们的自信心
和对民族文化的热爱。

身穿民族特色服装演唱经典民歌
遵义医科大学珠海校区举办校园民族歌曲大赛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近日，
金湾区团委青少年教育帮扶项目在
金湾第一小学开展“岁月无痕·父爱
有迹”父亲节主题宣传活动。据悉，
本次活动由“晨曦社工”主办，100
多名学生参与其中，并通过书信形
式表达对父亲的关爱之情，达到增
进亲子关系的目的。

活动伊始，社工带领同学们进
行热身游戏，充分调动了现场气
氛。随后工作人员邀请同学们填写
一份“父亲知多少”的调查问卷，旨
在让同学们知道自己对父亲的了解

程度，意识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对
父亲缺乏的关注度，提醒同学们从
现在开始要多关注父亲。最后，社
工们鼓励同学们以信传情，表达对
父亲的感恩之情，有几位小朋友还
精心地在信中绘上图画，并将信纸
折叠成心形，以期父亲能够感受到
自己的心意。

“我们希望通过活动，在一定程
度上普及父亲节的由来与含义，同
时也让同学们学会珍惜、感恩和回
馈父亲的关爱。”活动主办方负责人
表示。

金湾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以书信传情致谢父爱

少数民族服装依次登台亮相。本报记者 张洲 摄

2015年，三灶的海澄村启
动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成为珠海
市首个试点垃圾分类的村子。
海澄村下辖8个自然村，紧挨着
航展馆和珠海机场，有着“珠海
航展第一村”之称。作为一个日
均产生约 11 吨生活垃圾的村
子，如何实现垃圾分类，不仅关
系到群众的生活环境，更是节约
使用能源的重要体现和珠海的
对外形象。

垃圾分类的第一关是源头
分类。海澄村经过调研，开始
着手从家庭自行分类开始。但

对于农村而言，改变数百年的
习惯，树立牢固分类意识难上
加难。为此，海澄村委会决定，
先从硬件入手，为每户村民家
中免费发放两个垃圾桶，一个
用来放餐厨垃圾，一个用来放
其他垃圾，要求干湿分开。有
了硬件，再继续加强宣传，以聘
请运营公司形式进行市场化运
作。运营公司在大幅提升村居
环卫保洁质量的前提下，发动
居民开展常态化源头垃圾分类
工作。

慢慢地，运营公司的保洁

工作得到了居民的认可，而村
委会则更愿意配合源头分类工
作，以期环境质量和自身素质
同步提升。久而久之，生活垃
圾源头减量和分类就成为居民
生活需要的一部分，源头分类
习惯自然形成。与此同时，海
澄村还通过垃圾分类，对可回
收垃圾和餐厨垃圾进行回收利
用，特别是餐厨垃圾则实现了
降解转化，使之成为有机肥
料。

近日，记者在海澄村垃圾分
类站看到，餐厨垃圾被推入降解

车间，经粉碎处理工艺后被输送
至一个绿色的大铁罐，经过5至
7天的降解后，这些餐厨垃圾被
制成有机肥料。据悉，海澄村每
天产生的生活垃圾约为11吨。
通过对餐厨垃圾、可回收物进行
循环利用，让该村实现了每天
50%的垃圾减量，此举也减少了
运营企业环卫服务的工作量，让
运营企业有精力通过自主创新
在资源回收利用等领域产生利
润来源，弥补经费缺口，形成政
府加活不加钱、企业多干多赢利
的机制。

“由农村到城市，金湾的垃
圾分类工作是一以贯之的。”金
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相
关人士透露，2017年下半年，珠
海全市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有了
海澄村经验的金湾，则寄望在城
市铺开垃圾分类工作。为此，金
湾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商
店、酒店、旅游景点、道路、广场、
公园、绿道驿站、机场、港口等公
共场所，按照垃圾产生种类配备
足够的垃圾分类设施。

“住宅小区是垃圾分类的

难点所在，也是金湾垃圾分类
的发力点。”该人士介绍，不同
于海澄村等农村，每家每户都
拥有较大的地方安放多种垃圾
桶，住宅小区厨房较小，要通过
更为有力的激励措施，才能吸
引市民参与到垃圾分类中。为
此，金湾区在西城社区率先试
点，通过探索带有趣味性和回
馈性的激励机制，让市民参与
到垃圾分类中去。

日前，记者在金湾区西城社
区的时代山湖海小区看到，在小

区醒目位置放置了一个智能资源
回收站。这一回收站具有自动称
重、信息采集、大数据后台等一系
列智能科技，可以分别回收金属、
玻璃、纸类和塑料等垃圾。而在
回收站显著位置，还张贴了回收
的积分排名和兑换规则。根据测
算，50至250分可获得1条手帕
纸或1包软抽纸，251分至500分
可获得2包软抽纸，501分及以上
可获得3包软抽纸。

“从前，我都是将垃圾放到
小区的垃圾桶中，现在有了激励

措施后，更愿意将垃圾放到回收
站中。”时代山湖海居民张先生
介绍，进行垃圾分类不仅仅是为
了积分兑换奖品，更重要的是排
名靠前还将会在小区内公布，

“看见自己的名字在名单内，感
觉特别光荣，也更方便教育孩子
学会垃圾分类。”

据悉，金湾区目前已经在西
城社区的7个小区内安置了类
似的智能资源回收站，而在全区
则有 48 个小区投放了智能设
备。

为垃圾分类提供借鉴

科技引领居民齐参与

争取率先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采写：本报记者 赵岩
摄影：本报记者 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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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金湾区西城社区时代山湖海小区智能资源回收站进行垃圾分类回收。

金湾区在试点小区各栋楼下配备了分类垃圾桶。

海澄村的垃圾分类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