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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垃圾分类了吧？”12 月 29 日上午，
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街道水月林公寓，看到
居民刘大妈提着两袋生活垃圾走来，站在垃
圾桶边督导的小区业委会主任王月华打
趣。“分了分了，咱哪会拖邻居后腿。”刘大妈
笑着回答。

原来，街道社区、小区业委会设置了奖
励经费，桶边督导员对居民垃圾是否分类做
记录，据此每月选出2个“最佳分类楼栋”，对
楼栋所有住户奖励。实行垃圾分类1年多，
这里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如今，居民不仅能
将垃圾精准分类投放，还合力减少垃圾30%
以上，帮助小区成为“示范点”。

“我们不能光看‘盆景’，要看‘风景’。”
芙蓉区委书记于新凡说，垃圾分类实效好不
好，不是单看个别做得好的小区，要看全区
整体水平，大家要齐心协力将这项工作扎实
推进好。今年来，芙蓉区吹响了垃圾分类工
作“集结号”，不仅实现了垃圾分类工作全区
77个社区（村）全覆盖，还打通了从源头收集
到末端处理的垃圾分类全链条。

入户访人家，桶边有督导
全区77个社区（村）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垃圾分类看似生活小事，却是社会文明
大事、城市管理难事。芙蓉区首先通过广泛
宣传、有效督导培养群众垃圾分类意识，厚
植垃圾分类土壤。

以“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为契机、群众
工作“连心行动”为平台，芙蓉区165个党组
织，243个网格党支部，336个楼栋党小组共
1.86万余名直管党员一起行动，引导群众转
变垃圾分类观念，并带动家庭成员、亲朋好
友、社区邻里共同参与。党员带动下，该区
还形成了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社联动”
强大合力。

东湖街道成立了一支宣讲队伍，将入户
指导常态化、分类宣传多样化。顺口溜、三
句半、歌舞快板……他们创新方式方法，前
往群众聚集的地方、在群众方便的时间、用

群众喜爱的方式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能烂
在地里的是湿垃圾，不会烂的是干垃圾。”韶
光社区居民徐娭毑家茶几上放着垃圾分类
宣传折页,“不会我就对照资料，再不懂，社区
书记在我们群里，随时指导。”

该街道龙马社区让群众当主角，通过“百
姓家常”议事会，大家坐一起谈分类、解分歧、
达共识，推动社区居民都加入到垃圾分类中。

不只是东湖街道。今年以来，在芙蓉区
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的指导下，全区各街道
将入户指导常态化、全方位宣传形成强大合
力。截至目前，芙蓉区入户宣传 60 余万户
次、开展各类宣传活动600余场次、发放宣传
材料30万余份、发放倡议书65万余份、发送
宣传信息100万余条。

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街头巷尾议
得到。芙蓉区在街道、社区、小区设置垃圾
分类投放标识标牌、宣传栏等垃圾分类导视
图，引导居民了解垃圾分类意义、支持和参
与垃圾分类工作。截至目前，张挂宣传标语
1000余条、制作宣传牌板6000余幅。

今年以来，芙蓉区采购配置了垃圾桶
15000 余个，基本实现党政机关、公共机
构、商务大楼等单位的分类垃圾桶配备到
位。桶边督导蔚然成风，如东屯渡街道联
合物业公司，挖掘社区能人，成立一支督导
队伍，他们通过抓好“桶前指导”，落实开袋
检查、投放引导工作；还制定一本垃圾分类
工作督导记录本，由督导员登记后评优评
先。

10 月 22 日，芙蓉区正式通过长沙市验
收，实现了77个社区（村）垃圾分类工作全覆
盖。

避免“前分后混”，做好“回收利用”
全区打通从源头收集到末端处理全链条

“我们不仅要在宣传上动起来，确保垃
圾分类全民知晓，还要将从源头收集到末端
处理的垃圾分类链条打通。”芙蓉区委副书
记、区长周春晖多次强调。

前端分类避免“破窗效应”，中端处理避
免“前分后混”，后端工作做好“回收利用”。
近年来，芙蓉区将不同环节主体纳入到精细
化治理中，成功打通了垃圾分类全链条。

在分类环节，芙蓉区不仅通过入户走访
常态化、宣传多元多样化等常规手段，全力
推动垃圾分类深入民心，尽可能将分类环节
固定在居民家里。针对大量对垃圾分类知
识的需求，全区还不断推陈出新，通过开设
微课堂、制作视频动漫、开发“垃圾识别”小
程序等帮助居民理解垃圾分类、支持垃圾
分类。

在投放环节，虽以前长期存在着“废品
收购者+废品收购站”体系，但覆盖不全面，
大部分收益并未反馈到居民手中。芙蓉区
不断创新，如荷花园街道东郡社区实行“一
户一码”制，住户通过专属二维码注册绑定
干、湿、有害、可回收物二维码，在家按类别
分好后，将垃圾分类投放在小区相对应垃圾
桶，互联网端通过每户绑定的二维码跟踪可
知晓居民干湿垃圾参与率，预估每区域产生
的垃圾量。

同时，可回收物通过二维码后端称重按
不同回收物将不等值的积分传输到已注册
的手机用户上。积分可在系统平台上兑换
不同等价的生活用品，来推动改善居民的垃

圾投放习惯。
在运输处理环节，如果看到自己辛辛苦

苦分好类的垃圾，却被垃圾运输车“一锅
烩”，是对居民垃圾分类信念最大的打击。
芙蓉区不仅做好了垃圾分类运输，区市容环
境卫生维护中心还携手湖南杨威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以一个街道为单位，设置一个转
运分拣中心，每个中心服务人口至少8至10
万人。分拣中心配备了分类区设施、负责培
训人员规范服装、统一运输车辆、制式收纳
容器、监控设备、大数据收集设备等，主要打
造垃圾分类“过滤器”功效。

目前，全区已建成12个“生活垃圾分拣
中心”，并搭载小程序“星城卫士”将单个分
拣中心功能向全街道辐射，逐步实现垃圾减
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分拣中心2018
年 10 月运营以来，共收集可回收物约 987
吨，从街道社区与可回收物中分拣出的有害
物约两百余斤，为周边积极参与居民群众、
环卫工人、拾荒人员带来近200万收入，接纳
宣导垃圾分类人数约为214605人次。

垃圾“再资源化”的路径越来越多，有社
区每天能将约1500斤湿垃圾通过设备设施
转化成有机化肥，其中一部分用于社区绿
化，另一部分分给居民。

“垃圾分类无小事，所有目标范围需覆
盖到位。”副区长李学军说。为将垃圾分类
工作做实，近年来，芙蓉区以街道为单位，建
立了区、街领导联点机制。区领导、区城管
局、区环卫中心班子成员联点街道，街道领
导联点社区，各街道办事处建立相应联点督
导机制，确保每个街道、每个社区垃圾分类
集中行动都有人负责。

阅读延伸：芙蓉区垃圾分类的街道实践
东湖街道垃圾分类工作有方法。该街

道运用“五步工作法 ”，首先成立分类工作
小组，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双组长，
街道班子联社区保障工作持续性；第二步建
硬件设施，全街投入分类垃圾桶2100个，投
入、改造分类垃圾拖车38台，发放家用分类
垃圾桶 6000 个，设置大件垃圾暂存点 15
处；第三步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制作展板
1500 余份，入户发放资料 4 万多份，还开展
积分兑换礼品活动等；第四步建立“督导员”

“宣传员”两支志愿者队伍，助力垃圾分类有
效落实落地；第五步利用议事平台，推进评
比表彰进行，引导居民主动垃圾分类。

定王台街道垃圾分类工作有亮点。该
街道和辖区中天写字楼内招商银行长沙分
行合作，开发了一款“分类有招”垃圾分类主
题小程序。市民可通过手机微信扫描二维
码，随后进入一个40秒倒计时的垃圾分类小
游戏。游戏中有各类垃圾，可以投入四个分
类垃圾桶中。分类正确得1分，如果分类错
误，将无法投入。游戏结束后，市民可以领
取到一个由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提供的环保
鼓励小红包，并通过微信朋友圈分享，让更
多的人通过掌中游戏轻松了解垃圾分类常
识。截至今年8月1日，经后台数据统计，该
小程序运行达8000万余次！

荷花园街道垃圾分类工作有收获。该
街道分拣中心，是芙蓉区最早建成投入使用
的一家分拣中心，辖区内废纸、塑料、玻璃、
金属、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旧衣物等十多
种生活垃圾都可以在此被分拣、暂存，达到
一定的存量后进行清运、处理。1年以来，该
分拣中心共清理生活垃圾可回收物总量约
365吨，有害垃圾约为200余公斤，整个街道
生活垃圾总量不断下降。今年，该街道目前
各小区都设有垃圾分类宣传栏，各楼栋都贴
有垃圾分类指示牌，入户宣传 27000 余户，
垃圾分类居民知晓率百分百。同时，该街道
东郡社区成了“样板社区”，可复制经验目前
正在全区推广。 （邢 骁） ·精彩湖南·

社区全覆盖 打通全链条
——看长沙市芙蓉区垃圾分类的实践

决胜

——摘帽进行时

湖南日报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王亮 瞿云

通村组公路蜿蜒延伸，出门就是水泥路，
抬脚就能坐上客运班车，村民幸福在脸上洋
溢;条条道路连接产业基地，畅通了运输渠道，
促进了产业发展，村庄面貌日日新……深冬
时节，走进沅陵，一幅多姿多彩的新农村画卷
在记者眼前徐徐展开。

作为全省版图面积最大的县，沅陵县境
内群山莽莽，落后的交通条件，是长期制约沅
陵发展的“拦路虎”。精准扶贫开展以来，沅陵
县扭住落后交通这个“牛鼻子”，发出“为全县
脱贫摘帽提供坚强交通保障”的作战动员令，
上下一心搬掉脱贫路上的“绊脚石”。

从2014年至今，沅陵县153个贫困村先
后 摘 帽 出 列 ，31046 户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109973人脱贫，贫困发生率由25.54%下降至
0.73%。

水泥路通到家门口

水泥路通到家门口，令明溪口镇龚家村
村民感慨不已。

12月25日，龚家村村民告诉前来采访的
记者，多年前村里都是泥巴路，去趟县城赶
集，清早出发，翻山越岭，直到中午才能到达。
现在公路修通了，大家出行方便了。

说起已通车的窝棚溪公路桥，73岁的村
民许高贵依然难掩内心的激动：“感谢党和政
府，修通了这条民心桥、致富桥。”

在龚家村的大山里，有9000多亩野生山
核桃林，这是该村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是
该村的“一村一品”主打产业，丰年能产50多
万公斤山核桃。然而，村口的窝棚溪阻断了进
出村口的路。每年收山核桃的时候，村民只得
肩挑背扛运出村。建桥修路，是龚家村村民最
大的心愿。

2018年10月，沅陵县多方筹集资金，用1
年的时间，修通长85米宽7米的窝棚溪大桥，
并对村内12公里村组道路进行提质改造。大
桥通车那天，附近600多名村民自发赶来，载
歌载舞表达内心的喜悦。

打通断头路，畅通联网路，建成便捷路。
2014 年至 2019 年，该县投入资金 23.76

亿元，建设农村公路4804公里。全县369个行
政村主干道通畅率达100%，行政村通班车率
达100%，153个贫困村25户100人以上村民
小组通达率达100%。对标实施153个贫困村
的通畅任务和25户100人以上自然村组通达
已经全面完成。

铺就致富快车道

车行在平坦的进村道路上，穿过两山缝
隙间的辰龙关，再前行数百米，沅陵县官庄镇
界亭驿村便铺展在眼前。

12月25日，记者来到群山环抱中的界亭
驿村，这里是沅陵碣滩茶的核心产区。云雾升
腾中，2500多亩茶园满坡满陇，郁郁葱葱。平
整的公路在茶园中延伸，路上不时有村民的
小轿车穿行而过。

48岁的界亭驿村支委张建文告诉记者，
2014年以来，界亭驿村新增茶园1500多亩，
碣滩茶产业的发展驶入“快车道”，进村道路
拉通是关键，“现在路修到了茶园边，每到采
茶季节，再也不需用板车拖、用人工背茶叶出
山了。”

路通产业兴。界亭驿村充分利用当地资

源，大办茶叶产业，做活茶旅融合文章，创造
了“资源合股、农民合作、社会合力、产村一
体”产业扶贫模式，2019 年贫困户分红 9 万
元，惠及102户408名贫困人口，户均年增收
882元。同时，支付劳务工资、土地流转金180
余万元，其中贫困户收益40余万元。

目前，沅陵县共开发茶叶产业基地 15.3
万亩，产量达到 1.28 万吨，综合产值 16.3 亿
元，以入股、委托帮扶、租赁、劳务用工、鲜叶
销售等方式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惠
及贫困户5680户1.82万人，人均年增收800
元。2017 年 12 月，怀化市产业扶贫现场会在
官庄镇召开，重点推介界亭驿村“三合一体”
产业扶贫模式。

山门大开迎客来

交通条件的改善，旅游业是最直接受益
的产业，有力促进了脱贫攻坚。

沅陵的青山绿水，在沈从文的笔下“美得
让人心痛”，多年来受落后交通条件的限制，
沅陵的美景藏在深山少人知。

12月24日，记者从沅陵县城驱车1个小
时，来到借母溪乡借母溪村，要是在 2014 年
以前，走完这段路需要4个多小时。

冬日的借母溪村依然很热闹，走在村子

里，随处可见村民在修缮游步道、回廊，在该
村千堂湾组贫困户符元生开的溪水边客栈，
他正请人沿溪边平整土地，准备修建民宿。

2016年以来，借助当地独特的借母文化，
借母溪村打造《狃子花开》实景剧，带动乡村
旅游，每年清明前后至 10 月份，游客络绎不
绝。符元生瞅准住宿紧张的商机，这个冬天，
他准备多建几间客房。

借母溪村村主任周树生介绍，借母溪乡
村旅游的发展，6.5公里洪千公路(该村洪水坪
组至千堂湾组通组公路)的修通功不可没。

“以前没有路，现在大巴车可以直接开到
核心景区门口。”2019年，借母溪景区接待游
客31.5万人次，旅游收入7800多万元。

沅陵依托该县 1 家 4A 级景区和 8 家 3A
级景区，加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红色
旅游、山水旅游、文化旅游等5条旅游线路，打
造“景区融合、农旅一体”全域旅游新模式，实
现“田园变公园、山区变景区、农房变客房、产
品变商品”，全县发展旅游扶贫村45个，2019
年全县接待游客463万人次，全年实现旅游收
入39亿元，直接带动4255户15628名贫困人
口通过旅游扶贫增收。

■县情简介
沅陵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是全国

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全国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区，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县域幅员辽阔，境内物产丰富，
是全国十大水电基地、十大生态产茶县，
中国生态有机茶之乡、名茶之乡，拥有碣
滩茶、五强溪鱼、大合坪黑猪等多个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县域面积5832平方公里，
辖21个乡镇、2个便民服务中心，369个
村、35个社区居委会，67万人。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曾鹤群 邓洁云）记者今天从省医疗
保障局了解到，该局已于日前启动湖南省医
疗保险特殊药品使用管理续签约工作，47个
治疗重大（罕见）疾病的药品，经过续签后纳
入我省特药供应保障通道。

此轮续签的药品主要包括部分国家新
版《药品目录》“协议期内药品部分”中治疗

重大（罕见）疾病临床必须、疗效确切、价格
昂贵、治疗周期长的治疗性药品和我省原
特药目录中的药品，重点是各类抗癌靶向
药品。

其中，在国家协议期内的17种抗癌药，
可申请续约至2020年12月31日。国家谈判
成功的我省原特药 12 个药品，在提供新的
管理服务承诺及其他惠民措施后，可申请续

约至2021年12月31日。我省原特药品种，
现已进入国家新版《药品目录》乙类部分，国
家未谈判价格的 13 个药品，在提供管理服
务承诺及其他惠民措施后，可申请续约至
2020年6月30日，并可同时申请参与2020
年我省特药谈判。我省原特药品种，国家谈
判未成功，未进入国家新版《药品目录》的5
个药品，按照国家规定，可申请 6 个月的过

渡期，续约至2020年6月30日。
据了解，为保障参保患者重特大疾病特

殊用药需求，我省于2016年1月1日起实施
特药待遇政策，凡是参加大病医疗互助的城
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医保患者，因患有重大

（罕见）疾病，且符合使用湖南省医疗保险
特药品种范围的药品使用指征的，均可享
受一定支付限额内的费用报销。该项政策
实施以来，不仅减轻了参保患者的个人费
用负担，而且在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以及
合理使用医保基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我省启动医保特药使用管理续约
47个治疗重大（罕见）疾病的药品，经过续签后纳入我省特药供应保障通道

冷空气来湘跨年
最低气温将降至1至3摄氏度

数说

2014年，沅陵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32674户113710人，贫困发生率为25.54%。

2019年底，预计未脱贫人口3737人，
贫困发生率为0.73%。

2018 年底，未脱贫人口 21600 人，
贫困发生率为4.22%。

113710人 贫困发生率
25.54%

21600人 贫困发生率
4.22%

3737人 贫困发生率
0.73%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梁潇）新一股较强冷空气将影响我国中东
部地区，不少地方将在瑟瑟发抖中跨年。此轮冷
空气影响湖南的主要时段是30日至31日，省内
以阴雨相间的天气为主，气温起伏较大，最低气
温将降至1至3摄氏度，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

“劝君穿着棉裤走，寒冷来袭不会抖。”中
国天气网今天发布了今冬首个“棉裤预警”，
预计 31 日棉裤和秋裤穿着区域都将向南扩
展，湖南大部分地区将迎来较大降温。省气象
台预计，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今明两天省内有
一次降温、风力加大的天气过程，最低气温降
至 1 至 3 摄氏度；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 日，湘
西、湘北多阴雨天气，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
主，气温逐步回升。气象专家提醒，注意防范
阴雨天气对农业、交通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气
温起伏较大，需注意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
冒，健健康康地迎接新年的到来。

月桂聊天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曾鹤群）记者今天从省医疗保障局
了解到，我省已于日前出台《关于完善和扩
大按病种收付费的通知》，包括完善现行按
病种收付费的 106 个病种中的部分病种收
付费内容；新增胃息肉等54个病种，其中含
带状疱疹等4个中医病种。自2020年1月1
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通知》指出，对于根据《关于在长部
省属公立医院实施按病种收付费有关工
作的通知》制定执行的现行按病种收付费
的 106 个单病种，根据医疗临床技术及价
格变动情况，结合我省临床实践，完善现
行支气管肺癌等 8 个病种收付费标准等相
关内容。

新增胃息肉等 54 个病种，其中含带状

疱疹等4个中医病种。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
院全面实施，鼓励有条件的民营医疗机构参
照执行。各地也可根据本地实际，适当增加
本地区按病种收付费范围。

单病种医疗费用包括患者从确诊入院，
按规定的临床路径诊疗规范，达到临床疗效
标准出院的整个过程中所发生的诊查、化
验、检查、床位、治疗、手术、护理、药品、医疗

耗材等各项医药费用支出。
参保患者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列入

按病种收费管理的政策范围内费用，不区分
甲、乙类，不设起付线，不设项目自付比例。
按照统筹地区医保住院待遇支付政策规定，
应由参保人员个人负担部分，以实际发生医
疗费用、病种收费标准两者较低值为结算依
据，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按病种付费标准支
付。医疗费用超出单病种收费标准的由定点
医疗机构承担。

新增单病种临床路径由卫健部门另行
发布。

湖南扩大按病种收付费范围
新增胃息肉等54个病种，其中含带状疱疹等4个中医病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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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官庄镇碣滩
茶产业基地，公
路修进产业园
里，极大方便茶
叶采摘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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