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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晨莹

垃圾分类是看似简单、 其实繁杂的系
统工程，虽推行多年，却不尽如人意，因而
被网友称为“最难推广的一桩小事”。一边
是居民倾倒垃圾的漫不经心， 一边是从业
者清运垃圾工作的简单粗放， 都让垃圾分
类难以形成合力。不久前，笔者跟随“乡村
振兴看岳阳”采访团，不经意间发现许多村
子都有各具特色的垃圾分类 “金点子”，共
同之处在于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
推动习惯养成。

至关重要的是从源头起就做到位。将
垃圾一股脑地打包扔掉是陈年习惯，华容
县三封寺镇华一村完善源头追溯制度 ，
对每个垃圾袋进行编码或者写上户主名
字 。垃圾 “见袋知主 ”，便于监督考核 ，一
旦发现有哪家哪户没有执行 ， 村支书带
头找到相应主人 ， 引导他们对垃圾进行
正确分类 ， 不听劝的全村公布直至取消
奖励政策 。渐渐地 ，用不同颜色的垃圾袋
分类装好后投到村里的垃圾池 ， 村民已
坚持十年之久。

越简单，越可行。如今农村大都配置了
分类垃圾桶， 但并不是所有村民都能明白
“可分解”等术语，明确知道什么是可回收
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 在湘阴县金龙镇燎

原村的村民家里，垃圾分类通俗易懂、简单
明了，有的村民直接将抽象概念换成“能卖
的”“有毒的”“做饭剩下的” 之类通俗易懂
的词语， 有的村民在垃圾桶上画有相应的
生活垃圾图案。

换位思考，多数人是倾向于方便，因此
不能完全指望所有人都是自觉的。 汨罗市
武夷山村推行可回收物置换制度，易拉罐1
分1个，塑料瓶10分1斤，纸箱8分1斤……村
民可将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织物等可
回收垃圾，用来换酱油、醋、盐等日用品。曾
因垃圾遍地苦不堪言的村民们， 如今主动
收集垃圾。值得一提的是，专业化流程和市
场手段的“回购”，使得整体运营成本不升
反降。

上述做法的有效之处，是引导与监督、
奖励与惩罚并重。在居民分类意识不强、知
识储备不足的情况下， 严密的制度设计和
人性化的引导，使不以为然者认真起来；良
好卫生习惯正在养成，垃圾分类从“政府推
着走”逐渐过渡到“百姓主动干”。

社会文明的递进，总是社会管理、民众
意识和生活习惯共同进步的结果。 垃圾分
类让家更美，农村生活环境大为改观，无形
中也带动乡村旅游，从岳阳乡村的实践中，
垃圾分类不再只是物理拆拣， 更指向生产
生活观念的变迁。

从岳阳实践
看垃圾分类的习惯养成

———记者蹲点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 通讯员 李彩凤

5月下旬，在初夏雨水的滋润下，浏阳蕉
溪岭更加青翠欲滴。 山下蕉溪村成片的荷叶
才露尖角， 荷田内成群的小龙虾迫不及待地
爬上网兜。

时值小龙虾上市旺季， 浏阳蕉溪镇蕉溪
村小龙虾养殖基地承包户郭丙坤每天忙个不
停。晚上要和工人到田里放网兜，白天有客人
来基地收小龙虾，他们又要到田里收网兜。

“5月是小龙虾集中上市期，基地每天要
产出两三百公斤小龙虾。”郭丙坤高兴地对记
者说。

去年， 蕉溪村村民袁新天将全村1400亩
农田全部流转改种荷花，在这里打造千亩荷塘。
今年初，郭丙坤和袁新天合作，在荷塘套养小龙
虾，一期养殖面积300亩。为了管理荷塘和小龙
虾基地，他们还从村里请了6位村民做事。

蕉溪村“七分山两分地一分水”生态环境
好， 养出的小龙虾品质自然高。“我们的小龙
虾采用的是生态方式养殖， 养虾的水是蕉溪
岭上的山泉水。”郭丙坤说，相比其他地方养
的小龙虾，这里养的小龙虾干净、肉质鲜嫩清
甜，生长期要慢15至20天。

“生态养殖的小龙虾一年只产一次，销售

价格自然比普通小龙虾要略高。”郭丙坤介绍
说，这里养的小龙虾不愁销路，都是客人上门
订购，今年按照每亩5000元的产值，300亩地
年产值将达到150万元。

小龙虾基地还吸引了不少城里的游客前
来垂钓休闲。记者到蕉溪村采访当天，正碰到
浏阳城区来的安先生和妻子到村里钓小龙
虾。安先生告诉记者：“蕉溪离城里很近，从朋
友圈看到这里有小龙虾钓就过来了。”

蕉溪村发展湘莲和小龙虾种养产业也带
动了当地村民脱贫致富。今年43岁的戴仑国因
病致贫，他和父母身体都不是很好，土地流转
后，他被招到基地上班，负责种荷花、除草、喂
食，月工资3600元，加上每年2000余元的土地
流转租金，年收入达4.5万元，实现了脱贫。

“蕉溪村生态环境好，地理位置好，发展生
态休闲农业有一定优势。”蕉溪村村主任王孝坤
告诉记者，这两年，村里为支持湘莲和小龙虾套
养产业，以450元/亩的价格，将1400亩农田流
转出来，打造千亩荷塘。既盘活了闲置农田，又
使农户受益。同时，为了打理荷塘和小龙虾，基
地又从村里雇了很多村民做事，做到了双赢。

目前，小龙虾养殖来势很好，蕉溪村正在
考虑扩大养殖规模，争取1400多亩荷塘全部采
用套养的方式养殖小龙虾，同时依托小龙虾基

地，发展垂钓和赏荷花为特色的观光休闲农业。
蕉溪村是蕉溪镇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蕉溪镇党委政府因户施策，通过大
力发展生态休闲观光农业， 引导养小龙虾等
特色种养产业，使70多户贫困户实现脱贫。蕉
溪镇党委书记江敦明表示， 下一步将发挥蕉
溪生态优势和地理优势，瞄准特色种养产业，
大力发展观光休闲生态产业， 引导贫困户脱
贫致富奔小康。

■蹲点感言

走出生态脱贫新路子
王文

蕉溪镇蕉溪村生态环境好，地理位置优，是
浏阳的“后花园”。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当地大力发展生态休闲观光农业， 引导贫困户
发展种湘莲、养小龙虾、种植蔬菜水果等产业，
并因户施策，走出了一条生态脱贫的新路子。

在蕉溪村的示范下,蕉溪镇通过发展小龙
虾种养，既盘活了闲置土地，又盘活了村里的闲
散劳动力，带动村镇经济发展实现了双赢。在该
镇已脱贫的246户贫困户中，有三分之一是通过
小龙虾养殖等种养产业,实现稳定脱贫。

湖南日报6月3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黄刚 朱俊君）确保益阳至南县高速公路建成通
车，优化资金拨付审批流程……今天，省高速
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召开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动员部署会，按照中央、省委和省国资委
党委的部署要求，聚焦9大领域突出问题，出台
25项具体举措，树转企改制新形象。

为推动重点和专项工作见实效，省高速公
路集团今年将全力推进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和竣

工验收，确保完成投资110亿元和益阳至南县高
速公路通车。将加快推进劳动、人事、分配制度
改革， 经营公司整合重组以及内控体系建立运
用等改革改制工作，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针对高速公路下属单位分布点多线长面
广的现实情况， 省高速公路集团着力解决内
部办事程序较为复杂、效率不高，基层单位办
事多头跑、来回跑的问题，进一步优化资金拨
付审批流程等办事程序， 全面推行审批服务

“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开展集团
公司大数据系统建设和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平
台建设以及大额资金监测系统专项建设。

“逐个问题‘挂号’、逐项内容‘销号’、坚
决不让问题‘击鼓传花’，逐步形成常态长效
机制。” 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何海鹰表示， 集团在取得阶段性成
果后，还将组织开展“回头看”，坚决防止问题
反弹，树立转企改制新形象。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今年以来，长沙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
委部署， 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一项
重要政治任务来抓， 今年4至6月确定为专项
整治期，特别是针对基层集中反映突出的“进
校园”“进课堂”“12345市长热线”“河湖长制”
“路长制”等问题重拳出击，成效明显。

化九为一，“进校园 进课堂”大瘦身
美育、德育、法制、安全……教育要从娃

娃抓起的理念深入人心， 很多单位部门都把
“进校园 进课堂”作为开展工作的重要抓手。
据长沙市教育局初步统计， 相关职能部门有
红头文件的“两进”项目就达20余项，有些地
方层层加码，各种检查、活动频繁进校，某学
校曾抱怨一学期“迎检”“两进”共开展了40余
次，学校不堪重负。

针对基层反映的问题，长沙市教育局大刀
阔斧，在2019年春季开学期间，把开学工作、安
全工作、规范办学、教学常规、党建工作、师风师
德等9项检查全部整合到一次进行。针对“两进”
过多的问题，长沙市教育局将集中编制两本地
方教材，将环保、传染病防控、食品安全、禁毒等
内容整合，确保减量不减质。

长沙师范附属创远小学一年级二班小马

的妈妈翻开手机上的“智慧教育”说：“现在咨
询、通知、作业都通过这个软件查看即可，确
实为家长减负不少。”

“小井盖”撬动民生服务“大提速”
5月5日， 长沙市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工作

专班接群众举报， 在湖南金融中心银双路与
潇湘北路交会处有一井盖冒污水， 市民多次
向12345市长热线投诉未得到解决，疑似有关
部门在工作中搞形式主义、耍官僚。

经查证， 市长热线确实多次交办岳麓区
市政管理局， 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涉及部门
多、行政流程长，该局只能多次临时疏浚，造
成了问题反复。

“小井盖”虽是个案，却具有普遍意义。长
沙市工作专班调查组调查后发现， 诉求涉及
到具体利益主体的投诉，处理相对较快，群众
满意度高， 但涉及到公共服务利益时比如某
条路上水管爆了、路灯不亮、盲道破损等，解
决时间跨度长，“被满意”概率高。

通过此次对“两个主义” 问题的集中整
治，一方面，长沙市进一步优化12345市长热线
处置流程，建立“接到投诉-数据分析-任务分
解-抽样验证-移交督办”的闭环模式；另一方
面，长沙将在全省率先探索公共服务“时间轴”
模式，对路、灯、污水、噪音、地下管网等涉及民

生服务的投诉按照处理时间长短，实事求是科
学设置，初步预定提速目标为60%，切实推动服
务满意度和人民群众获得感的不断提升。

只看水质不看痕迹,降低工作负担
在各条战线给基层安排的工作任务当

中，一些不接地气，不切实际的指标也是基层
“吐槽”的重点，尤以“河湖长制”“路长制”最
为集中。

天心区某乡镇反映，“河湖长制” 既要填
写多本纸质台账，又要在工作群定期上传线路、
照片，还对乡镇班子成员要求至少每10天巡河
1次， 每次不少于15分钟、500米。 实际上有些

“河长”总负责河段还不到500米，只能在同一
河段来回巡、反复巡，为留下痕迹而走秀场。

针对大家反映的问题，长沙市纪监委、长
沙市河长办展开了深入调研，深入到100多个
乡镇（街道），收集书面意见219份，反映问题
770余条。经研究后，长沙市下发了《关于进一
步规范河长巡河相关工作的通知》，全面取消
小微水体片区河长巡河频次、 填写记录本和
张贴巡河照片的要求， 此项举措可减少5462
名小微水体片区河长每月4次的巡河工作量。

市河长办同时明确，“不看资料看实效，
不看记录看水质，不走过场看项目”，既保证了工
作效果，又大大降低了“河湖长”的工作负担。

集中整治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25项措施树转企改制新形象
省高速公路集团确保今年完成投资110亿元和益阳至南县高速公路通车

重拳挥向百姓反映的突出问题
———长沙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见实效

浏阳蕉溪：小龙虾跳 贫困户笑

6月2日，临湘市羊楼司镇新屋村，游客在观光游玩。该村位于湘鄂交界处，交通便利。今年，岳阳市派驻的蹲村带乡工作队在新屋村开展
“四个一”（建造一个集中规范建房点、打造一条产业示范带、塑造一个绿色观光环、营造一个生态文明圈）工作，村貌焕然一新，周末游人如
织。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刘文恕 摄影报道

村
美
如
画
游
客
来

湖南日报6月3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文萍）由湖南省绿色卫士行动联合办公
室印发的《湖南省绿色卫士环保志愿者管
理办法》，从6月1日起施行，规定绿色卫士
应履行“监督、守望、传播、记录、民间河长”
五大职责。

2013年底，我省启动“绿色卫士”行
动计划，将其作为湘江保护与治理省“一
号重点工程”的组成部分。6年来，全省绿
色卫士发展至400名，据不完全统计，共
观察排污口1万余次；举报环境违法行为
2000多起，有1000多起得到政府部门积
极回应；深入社区、学校、企业、乡村开展
环保宣传等。

该《管理办法》根据省“一号重点工程”
统一部署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 明确绿色

卫士环保志愿者工作的范围包括： 在湖南
省行政区域内倡导生态文明理念， 开展环
境保护宣传、 环保知识普及、 环保公益实
践，监督举报环境违法行为，监督相关执法
部门的执法行为。

绿色卫士应履行“监督、守望、传播、
记录、民间河长”五大职责，在履行职责、
开展活动时应正确佩戴标识（服装、监督
证、旗帜等），亮明身份；在发现环境违法
行为时，应及时向当地相关部门或12369
举报。 绿色卫士依法开展的环保志愿服
务、环保公益和环保监督活动，受法律保
护。

省绿色卫士行动联合办公室由省文明
办、省志工办、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团
省委共同组建。

“绿色卫士”有了管理办法
应履行“监督、守望、传播、记录、民间河长”五大职责

湖南日报6月3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
讯员 陈吕芳）今天，湖南电信联手湖南省
疾控中心、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 成立湖南首个慢性病监测与管理大数
据中心。该中心充分利用5G+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先进信息技术，在我省开展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脑血管病等慢性病的综合防控
与低成本管理。

目前， 我国的慢性病患者已超过3亿
人，湖南省仅高血压患者就达1375万人之
多， 慢性病致死人数已占到我国因病死亡
人数的80%，成为了中国居民的死亡主因，
导致的疾病负担已占到总疾病负担的
70%；同时，糖尿病等慢性病已呈年轻化趋
势， 严重影响到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
量。

此次成立的慢性病监测与管理大数
据中心，通过对慢性病全面监测、分析、
评估，为居民提供系统、连续的健康管理
服务， 有针对性地为居民提供生活方式

及疾病控制方面的干预策略， 并通过具
体措施有效缩减将来可能要大量支出的
医疗费用， 改变目前慢性病不受居民重
视的现状。

该中心依托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共建的慢性病管理大数据分析联合
实验室 ， 借助中国电信湖南公司的应
用技术 ， 形成一套完整的慢性病管理
网络 。 针对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为代
表的慢性病人群，开展健康管理服务 ，
包括个人健康监测和健康档案管理、并
发症风险预警以及个体化健康干预 3部
分。

通过完整的管理网络， 可极大提高居
民自我健康管理意识， 同时为分级诊疗提
供专病档案及动态数据参考， 为政府提供
区域疾病谱分布和心脏病、 脑卒中等疾病
预警信息与决策支持， 也方便子女及时关
心父母的健康。

湖南用大数据监测管理慢性病
用于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等疾病综合

防控与低成本管理

荨荨（上接1版①）
本次应急开采不允许在禁采区开采，

开采地点、 数量必须严格按照经批准的应
急开采方案执行， 不得擅自调整地点和增
加开采数量。 必须在2019年6月20日前全
面完成本次应急开采任务，6月20日24时
以后， 不得再以本次应急开采名义进行采
砂（紧急防汛期需要采砂的按《湖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办法》 规定执
行）。砂石的开采、运输、储备必须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

县级以上防指要在当地主流媒体加
强宣传，主动公告开采的目的、数量、时
间、地点等信息，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每个采点均要设立公示牌， 明示开采的
目的、数量、时间、地点以及责任人和联
系方式。

市县两级要组成联合稽查组， 加强对
采砂船只和运砂船只的检查， 严防偷采盗
采和本次应急开采的砂石流入市场。 对借
应急之名行商业采砂之实的违法违规行
为，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荨荨（上接1版②）
省机场管理集团长沙机场分公司副总

经理常希娟介绍，黄花机场自2017年在全
国率先推出电子登机牌以来， 正逐步提升
全流程“无纸化”乘机服务。目前，T1、T2
航站楼内共有自助值机行李托运一体机、
自助安检验证闸机、自助登机门等88台自
助值机设备。

据统计，5月在黄花机场登机的旅客
中，使用自助值机服务的旅客达73%。

今年， 黄花机场还将推出eID（公民

网络电子身份标识）服务。旅客在指定网
络平台注册提交相关身份信息后， 可生
成一个集航班信息和身份信息为一体的
二维码。届时，旅客过安检时，无需人工
比对证件、登机牌和乘机人，可凭这一个
二维码实现值机、安检、登机全流程“无
纸化”通行。

按计划，到今年底，凡在黄花机场T1、
T2航站楼乘坐国内航班的旅客，均将享受
“一个二维码通行”的全流程“无纸化”乘机
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