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连线

长沙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从2016年起，
长沙在全市10个街道、57个社区开
展试点，将生活垃圾分餐厨垃圾(湿
垃圾)、其他垃圾(干垃圾)、可回收
物、有害垃圾四大类进行回收。

日前，《长沙市生活垃圾分类
制度实施方案》 也已印发， 规定从
2018年起，通过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
用，使长沙市每年生活垃圾自然增量
与分类减量基本持平。到2020年，生活
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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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主次干道
窨井设施将整治提升

本报1月9日讯 不少市民出
行时会被窨井破损、下沉、噪音大
等问题困扰。今日，三湘都市报记
者从长沙市城管委获悉， 长沙将
在2019年年底前，分批次对城区
所有主次干道窨井设施的缺损、
沉陷、移位，以及存在噪音的窨井
设施进行整治。

按照长沙市城管委出台《长
沙市城区主次干道窨井设施整治
改造工作方案》要求，全市主次干
道车行道和人行道范围内的自来
水、排水、电力（路灯）、电信、城
通、 燃气等所有窨井设施的整治
改造，分批逐年实施完成。其中，
2017年完成了五一大道、 芙蓉
路、 韶山路等15条道路， 3603座
窨井设施的整治， 整治工作计划
于2019年年底前完成。

整治将对城区主、 次干道车
行道、人行道范围内出现沉塌、井
盖井圈破损、啃边、移位、异响等
病害的所有窨井设施进行更换和
修复，确保设施完好，路面平整；
主次干道原车行道范围内的方形
检查井，改成圆形检查井，并满足
防盗、防坠、防沉降、防异响要求；
对城区主、 次干道车行道范围内
其他不符合防盗、防坠、防沉降、
防异响要求的的所有窨井设施进
行提质改造； 主次干道人行道范
围内的窨井设施不宜设置在盲道
等无障碍设施范围内。 对影响盲
道敷设的各类窨井设施， 应安装
隐形井盖。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周彦英

本报1月9日讯 记者今
日从长沙市天心区了解到，
该区发布2018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分别从交通、环保、
养老、教育等方面作出了详
细的规划， 其中一系列的
“民生福利” 将可能影响你
的生活。

打造全域旅游

天心区既是老城区也是
新城区。2018年， 天心区将
深挖天心阁、白沙古井、贾谊
故居等景点的底蕴， 打造全
域旅游，实现年接待游客400
万人次以上。

出行 天心区今年将打
通刘家冲路等6条断头路，疏
通长沙理工大学北校区交通
微循环，加快丽江路等4条市
政道路建设，建成2座人行天
桥，新增公共停车位3000个，
确保城市交通畅通。

环境 天心区将启动九
峰公园建设， 完成极木冲路
等林荫大道建设， 加快港子
河景观竣工， 新增绿地40公
顷以上。加大大气污染防治，
力争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达280天以上。同时，加快暮
云片区污水管网建设， 巩固
黑臭水体治理成果，以“河长
制”促“河长治”，保护湘江饮
用水源。加强土壤污染、固体
废弃物及噪声治理， 不断改
善人居环境， 让碧水蓝天成
为常态。

教育 天心区将完成南
塘小学、黑石小学等6所学校
扩改建，加快长郡天心中学、
新路小学等5所学校建设，确

保新增学位7000个。
医疗 争取省健康产业

园落户天心， 结合医养和颐
养，打造健康生态主题小镇。

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

社区的变化， 影响着居
民的生活质量。2018年，长坡
等社区将启动提质提档工
作， 并打造15条特色街巷，
对5条道路进行提质改造，
并完成南大门等3家农贸市
场提质改造。在工作的推进
中， 将充分接受群众的意
见，让他们融入到提质提档
工作之中。

2018年， 天心区将全面
推行网格化管理， 把社区管
理包括流动人口管理 、治
安管理 、 城市管理等都纳
入到网格管理，以一个社区
为一个网格，再往下分子网
格， 把这些网格人员配齐，
包括公安民警、 城管人员、
环卫人员、社区干部都下沉
到网格去， 做到网格化管
理全覆盖，通过网格来把社
区治理好。

城市管理过程中还要加
强环境卫生管理， 去年环境
卫生进行了改革， 提倡主干
道路24小时全天保洁， 背街
小巷做到18小时保洁， 主干
道、 次干道都由环卫局具体
负责，走服务外包程序；背街
小巷包括物业小区的维护放
到街道， 按照路长制和巷长
制的要求，将责任分解落实，
每一条街每一条小巷都有具
体的人负责。

■记者 杨昱

“2017年 12月 ， 共计 1568
元。” 居住在雨花区枫树山社区马
家冲小区24栋的郭敏如翻出夹杂
着钱与汇款单的笔记本，展示着上
个月做的记录。

笔记本上，记录着从2015年
至今每一个月里售出可回收生活
垃圾后的收益， 售卖的垃圾物品
有黄板纸、矿泉水瓶等，金额从十
多元到几百元不等。

几年前， 郭敏如所在的义工

组织在马家冲小区内一块闲置地
搭起了棚， 开始收集社区里可利
用的生活垃圾，整理后再卖出，收
入用于慈善捐款。

义工组织一共46人、 平均年
龄超过60岁，每到周三时，他们便
自发分组对垃圾做分拣。“每个月
平均可以卖1500元左右。” 郭敏
如说，刚开始时，垃圾要主动去收
集，后来在他们的带动下，居民也开
始将废弃可卖的垃圾送到站里。

创建示范片区，长沙垃圾分类将提速
完善从投放到处理全过程，今年实现管理主体责任、分类类别、分类系统三个“全覆盖”

垃圾分类，在长沙已倡导推行多年，因为各种原
因，效果始终不够显著。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
通知， 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长
沙入选成为46座重点城市之一， 预告长沙垃圾分类
进程又将提速。 ■记者 叶子君

这样的情况， 未来或许会逐
步得到改善。近日，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
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
知》（下称《通知》），将长沙市纳为46
个垃圾分类工作重点城市之一。

《通知》明确了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的目标和任务。2018年时，
46个重点城市均要形成若干垃
圾分类示范片区。以街道为单位，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
设， 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主体
责任、 生活垃圾分类类别以及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
理系统的三个“全覆盖”。

《通知》对投放、收集、运输和
处理四个系统的建设分别做了规

定，在加快配套分类运输系统中，
明确要建立与生活垃圾分类相衔
接的收运网络， 规范生活垃圾分
类运输许可，专车专用。

此外，《通知》 还列出了时间
表，2020年底前，46个重点城市
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
统， 基本形成相应的法律法规和
标准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
广的模式。 在进入焚烧和填埋设
施之前， 可回收物和易腐垃圾的
回收利用率合计达到35%以上；
2035年前，46个重点城市全面建
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垃圾
分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目前，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在就《通知》内容做起草转发。

义工组织由枫树山社区引
进，从2016年11月开始，社区启
动了对马家冲小区的垃圾分类试
点， 义工大部分成员成为试点工
作中的志愿者。

枫树山社区工作人员黎君介
绍，试点以源头分类为切入点，实
行网格化管理，将马家冲小区888
户居民划分成3个网格，每个网格
配备社区工作人员1名、 指导员3
名、志愿者6名。

“办公区垃圾桶有四个颜色，
绿色对应餐厨垃圾、 红色对应有
害垃圾、 灰色对应除湿垃圾以外
的其它垃圾， 蓝色对应适宜回收

和资源利用的生活垃圾。”黎君介
绍，在马家冲小区，他们一共投放
湿垃圾收集容器19个， 干垃圾收
集容器30个， 办公区4分类容器1
组，可回收物收集容器30个。为了
培养居民在源头分类的意识，在日
常的宣传之外，他们向每户发送了
不锈钢干湿垃圾分离桶。

可一年多过去， 社区工作人
员认为垃圾分类工作有成效但还
没有达到预期———本应放置废塑
料和一次性餐盒的灰色垃圾桶
里， 有时还是会有建筑垃圾等混
入；“废电池、 废灯管类的有害垃
圾没有人动。”

【行动】 马家冲小区试点垃圾回收

【结果】 垃圾分类未达预期效果

【措施】 将完善从投放到处理全过程

新增停车位3000个，学位7000个，绿地40公顷以上
长沙天心区今年将打造15条特色街巷

到2020年，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将超35%

1月9日，长沙市开福区黄兴北路，一辆小车冲破护栏，撞向人行道。当晚8时30
分许，一辆白色小车由南往北行驶途中，由于司机疲劳驾驶，导致车辆撞倒护栏冲
向人行道，并造成一名市民受伤。目前，警方正在对驾驶员进行进一步调查。警方提
醒驾驶员一定要注意合理休息，避免疲劳驾驶造成交通事故。 记者 唐俊 摄

疲劳驾驶
小车破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