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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成为生活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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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5月 29
日，在金湾区总工会、平沙镇总工会的指
导下，平沙工友驿站社工组织开展了“浓
情五月天，欢乐度端午”主题端午节活
动。

“端午与春节、中秋、清明并列，是我
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活动在社工对端
午节起源、习俗、意义的讲述中，拉开了
序幕。

随后，活动进入体验端午佩香囊、挂
艾草等传统习俗的环节。社工向参加活

动的职工讲解缝制香囊过程，并指导职
工家庭一步步缝制出好看又有寓意的香
囊。在插艾草束部分，主办方邀请了花
店专业插花师向职工们演示插艾草束过
程，职工之间也互帮互助，相互学习，共
同将艾草、菖蒲、黄金球、风车果、千层金
等植物与麻布、五彩绳包扎完成。

“这些艾草植物好香啊，原来一堆绿
色的植物包扎起来可以这么好看。我要
拿回去挂在门边过一个特别的端午节。”
一位职工开心地说道。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关爱自闭
症儿童，让“星星的孩子”感受到节日的
温暖。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金湾
区政协发动委员捐赠爱心慰问金52500
元，对全区85名自闭症儿童开展慰问，
同时对其中21户自闭症儿童困难家庭
给予帮扶，将节日祝福送到他们手中。

5月28日，金湾区政协、金湾区妇
联相关负责人走进两户自闭症儿童家庭
中，近距离与自闭症困难家庭进行接触
与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及实

际困难，并送上了慰问金以及慰问品，同
时鼓励家长要好好照顾引导孩子，鼓励
他们坚强乐观、树立信心、保持耐心，努
力克服困难和挑战，在逆境中茁壮成长。

接下来，金湾区政协、金湾区妇联将
持续关注自闭症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积极
链接社会资源，大力发动爱心企业，开展
爱心慰问活动；积极营造关爱自闭症儿童
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呼吁更多社会人士
关心自闭症儿童，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的
温暖，健康快乐成长。

为“星星的孩子”送去关爱
金湾区政协、妇联慰问自闭症儿童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5月 31
日，记者从金湾区人民法院获悉，为进一
步提高刑事审判工作效率，近日，该院公
开开庭审理被告人杨某某故意伤害案，
并当庭宣判，庭后向被告人送达了表格
式判决书。这是金湾法院首次在刑事案
件中采用表格式判决书。

据了解，金湾法院刑事审判庭为配
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落实，及时有效
惩治犯罪，提高审判质效，对适用速裁程
序及部分简易程序的刑事案件试行表格
式刑事判决书。表格式判决书是贯彻刑
事案件繁简分流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促
进办案质效的提升。

该院表格式刑事判决书主要适用于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
罪认罚且赔偿了被害人、公诉机关的量刑
建议被采纳的速裁及简易程序案件，内容
包括被告人基本情况、前科劣迹、公诉机
关指控、案件事实、量刑情节、法律依据、
判决结果等。相比于以往简化版的刑事
判决书，表格式刑事判决书是裁判文书的
再次简化，内容更加精简，条理更加清晰，
使阅看者对判决内容一目了然。

金湾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是
为了进一步适应“以庭审为中心”的诉
讼制度改革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
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实现简案快办、繁案
精办，是该院提高审判质效的又一“微创
新”。

提升办案质效 内容一目了然

金湾法院发出首份表格式刑事判决书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记者从珠
海金湾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以下简称“珠
海 LNG”）获悉，5月27日，历经120天
的紧张施工作业，珠海LNG二期项目5
座27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LNG）储罐
完成全部承台混凝土浇筑，标志着由我
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世界最大LNG储
罐正式由基础施工迈进主体施工阶段。

珠海LNG二期项目是国家天然气
产供储销和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
点工程项目，建设的5座 27万立方米
LNG储罐是目前国内在建的最大容积
LNG储罐。

此次浇筑的单个基础承台直径
100.6米，中心区域厚度1.4米，边缘区
域厚度1.6米，采用跳仓法分层振捣推
移式连续浇筑，基础承台混凝土浇筑量

单罐11810立方米，合计59050立方米，
相当于25个标准奥运竞赛泳池容量。

该扩建项目建成后，珠海LNG接收
站液化天然气年处理能力可达700万
吨，折合气态天然气约100亿立方米，将
成为我国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液化天然
气储运基地，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持续
稳定的清洁能源。

按照1户居民每月用气30立方米计
算，100亿立方米天然气大约可供2777
万户居民使用 1年，保供作用非常突
出。以1立方米天然气发电5千瓦时计
算，100亿立方米天然气可发电约500亿
千瓦时，可实现减排二氧化碳3352万
吨，二氧化硫27万吨，相当于植树7000
万棵，绿色低碳效应显著，对推动粤港澳
大湾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近日，
《金湾区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正式印发。《规划》提
出，到2025年，金湾区全面建成具有
金湾特色的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
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基本
实现统一领导、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
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在多个方面明确新要求

在发展目标方面，《规划》从安全
生产、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多方面提
出了明确的要求，其中设置了25个主
要量化指标。

《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金湾
区要实现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生产安全
事故死亡率下降23%，工矿商贸就业
人员十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下降
20%。这2个指标不同于其他预期性
的主要量化指标，属于约束性量化指
标。

在防灾减灾方面，要求自然灾害
防御水平全面提升，主要河流控制断
面洪水预警发布率达到100%，暴雨
预警准确度大于或等于80%，台风风
暴潮增水预报偏差50厘米。在应急
救援方面，明确了至“十四五”末，金湾
区灾害预警信息公众覆盖率达到
95%以上，灾害事故救援现场应急通
信保障率达到100%，内河应急处置

现场到达时间在1小时之内，24小时
森林火灾扑灭率达到95%以上的目
标。

同时，还对区应急管理部门装备
达标率、应急管理干部专业培训率、应
急管理执法信息系统使用率提出了量
化指标要求，均为100%。

此外，对深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
现代化建设、着力推动应急管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等方面明确了具体目标，
设置了8项体系现代化建设、6项能力
现代化建设任务要求，例如构建统分

结合的应急组织体系、构建精准严密
的安全生产体系、健全协同联动的区
域防控体系，以及推动风险防范能力
建设、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应急响应能
力建设等。

推进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围绕未来五年发展目标和主要任
务，金湾区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
强弱项，以战略性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带
动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

金湾区综合指挥中心是我市首个

区级综合指挥中心，为金湾区构建了
一个平战结合、快速反应、综合指挥、
网格治理的综合信息化指挥平台，提
高了城市保障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
能力，全面提升了城市管理水平。《规
划》提出，将进一步提升金湾区综合指
挥中心信息化水平，完善金湾区综合
指挥中心、前端感知网络、指挥信息
网、卫星通信网、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
台总体框架、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
应用支撑、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
监测预警系统等方面信息化建设，实
现有线、无线、卫星通信网等各类应急
通信网络在全区的广域覆盖、随遇接
入，推进金湾区应急管理信息化能力
优化升级。

《规划》提出，为进一步提高金湾
区防御海啸能力，“十四五”时期，金湾
区将全面推进外江堤围百年一遇提升
工程实施，加固建设堤防长71.75公
里。新建、改建水闸19宗，新建排涝
泵站1宗。同时，按照国家、省、市建
设标准，推进金湾区海上搜救中心建
设，加强海上救援装备建设，重点配备
无人机、声呐、水上救援机器人、水上
救援艇、水下机器人、水上遥控救生圈
等特种设备，安全、科学、迅速、有效地
处理海上突发险情，最大限度地减少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金湾区印发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

明确25个主要量化指标

采写：本报记者 蒋毅槿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2020年9月29日，《珠海经
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经珠海市第九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6月
1日起施行。

一年来，金湾区结合当地特
点，在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上下功夫，不断深入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如今，金湾
区居民的生活卫生习惯正悄然改
变，垃圾分类已经成为城市生活
新风尚。

据统计，金湾区公共机构、公
共场所、住宅小区、农村垃圾分类
已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住
宅小区100%实现“楼层撤桶”，
并以“集中分类投放+定时定点督
导”“桶边督导，重点辅导”的模
式，让金湾区居民垃圾分类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得到进一步提高。

“丢垃圾这么麻烦，为什么要跑这
么远扔垃圾？”“为什么要撤桶并点？”
去年，当金湾区三灶镇西城社区保利
时代小区开展“撤桶并点”后，因为“撤
桶”引发的居民异议时有发生，不少居
民不太理解“撤桶”，有的居民嫌“麻
烦”，导致“撤桶并点”遗留下了不少问
题，部分居民甚至直接将垃圾丢在楼
下，垃圾堆积如山。

“撤桶并点”就是通过撤除大量
的、分散的垃圾桶，合并放置在专

门的点位，实现垃圾分类精准投
放、集中管理。它是一种新的垃圾
分类管理模式，是推行垃圾分类的
有效途径，也是减少垃圾产生的有
效方式。

“垃圾分类是意识和习惯问题，首
先要有分类意识，然后逐渐形成习
惯。”面对居民不配合的情况，联港公
司垃圾分类督导员与小区物业的志愿
者行动起来，共同监督居民进行垃圾
分类。督导员桂顺利告诉记者，“居民

不愿分或者不会分，我们就手把手教
居民分、帮居民分。”

于是，每天早晚7时到9时，垃圾
分类督导员与志愿者都会准时出现在
定点投放区域，耐心地为前来倒垃圾
的居民进行讲解，并将分类错误的垃
圾逐一挑出来重新分类。

现场实践是最好的课堂。经过
半年时间的磨合，居民已经逐渐从

“要求”变成了“习惯”，能自觉进行垃
圾分类。目前，该小区自愿破袋率

已近八成，成效显著。保利时代小区
也因此成为了金湾区垃圾分类示范
单位之一。

记者了解到，金湾区通过每年
打造一批住宅小区、公共机构、公共
场所、经营区域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样板，制定出各区域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方案，积极推进各项工作有序
开展。目前，金湾区共有示范性居
住小区 50个，计划今年年底前，再
新增16个。

从“不愿”变成“自觉”

生活垃圾分类事关群众的日常生
活，工作的推进和深化既要有温度，也
要有力度。

“一年来，我区围绕《条例》的实施
进行统筹，普法、执法‘两手抓’，积极
开展相关活动，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做到实处。”金湾区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普法宣传方面，金湾区有序开
展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各项宣传工作，
在建筑围挡、重点路段、公交站点、村
居、商场、公共场馆、学校等场所，利用
电子显示屏等方式刊播绿色环保、垃
圾分类宣传画、标语，大力营造全社会
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

据统计，金湾区通过张贴海报、
现场宣传、培训宣讲、入户宣传等方
式对《条例》进行普法宣传，共张贴海
报8100余份，发放《条例》宣传册2.3
万份，金湾区公共机构、公共场所、住

宅 小 区《条 例》宣 传 覆 盖 率 达
100%。截至5月31日，今年金湾区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和培训活动126
场，入户宣传2.6万余户，均取得良好
的宣传效果。

宣传先行，执法加压。今年一季
度，金湾区城管执法系统开展43次垃
圾分类执法检查，重点对各类小区、单
位的垃圾分类投放情况，企业的责任
制度落实、台账资料完善等情况进行
详细检查，对多次检查仍未整改到位
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促进责任单位
和个人履行生活垃圾分类义务。检查
中，教育整改违法违规行为96宗，立
案查处未落实垃圾分类责任的企业3
家。

“接下来，我区将建立生活垃圾分
类综合考评制度，采取日常巡查检查、
第三方评估、社会监督和满意度调查
等方式，对垃圾分类落实情况等开展

考评，并纳入各镇和机关事业单位绩
效考评体系。”金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还将继续完
善垃圾分类收运中转体系，加快垃圾

收集点、垃圾房、垃圾中转站在分类暂
存、转运功能等方面升级改造，加大宣
传和执法力度，让垃圾分类“新风尚”
成为“新常态”。

普法、执法“两手抓”

珠海LNG二期项目新进展

5座27万立方米储罐承台全部完成浇筑

承台混凝土浇筑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体验传统节日习俗
平沙工友驿站开展端午节活动

活动现场，职工在体验端午节佩香囊、挂艾草等传统习俗。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滨海商务区机场东路排洪泵闸。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垃圾分类督导员引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小区设置的垃圾分类宣传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