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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阴吴印祥 本报记者 吴文俊

问：在完善制度上有哪些举措？

答：做好顶层设计。坚持系统思

维，立足生活垃圾全生命周期管理，围

绕“第一次分类、分类投放、第二次分

类和收运、第三次分类和初次处理、终

端处理”五个环节，出台《贵阳贵安聚

焦“五个环节”推进城镇生活垃圾全程

分类体系建设行动方案》，以方便群

众、简单投放、快速收运、最小影响，推

进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第一个环

节，家庭和个人在家中（单位）做好干

湿分类；第二个环节，居民个人出门在

干湿投放点分类投放干湿垃圾；第三

个环节，在分类收集收运点，保洁人员

负责分类收集，服务企业负责分类收

运，实行湿垃圾“点对点”快收快运、干

垃圾日产日清、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

预约交运，确保生活垃圾“四分类”出

小区（单位）；第四个环节，在垃圾转运

分类分拣中心、再生资源分拣场所，由

对干垃圾进行压缩处理，可回收物、有

害垃圾分品类暂存；第五个环节，湿垃

圾进入湿垃圾处置厂实现资源化利

用，干垃圾进入焚烧厂发电，可回收物

进行再生循环利用，有害垃圾实行无

害化处理。

问：在落实上有哪些行动？

答：强化能力提升是保障。坚持补

齐设施短板，强“筋骨”、提能力。在分

类处置能力方面，坚持科学评估、适度

超前原则，加快终端处置设施建设。截

至 2022 年底，已建成花溪燕楼、白云

水井凹 2 座焚烧发电项目，清镇站街

水泥窑协同处置项目，焚烧处理能力

达 4700 吨 / 日；完成白云比例坝、乌

当定扒、南明花果园、云岩雅关、花溪

石板、修文扎佐及乌当高雁湿垃圾处

置项目，湿垃圾处理能力提升至 1980

吨 / 日；建成 17 座生活垃圾转运分类

分拣中心，处理能力达 5720 吨 / 日。

到 2023 年底，将建成开阳焚烧发电项

目，实现贵安市原生生活垃圾“零填

埋”；新建清镇、花溪湿垃圾处置项目，

湿垃圾处置能力提升至 2980 吨 / 日；

建成 4 座分拣中心、提升改造 15 座转

运站，转运分拣处置总能力提升到

7050 吨 / 日；推进清镇、乌当焚烧发电

项目建设，在十四五期间，全市垃圾焚

烧发电能力达到 6400 吨 / 日。在分类

运输能力方面，以构建湿垃圾“六定”

快收快运体系作为突破，引导居民定

时投放，夯实小区定点定人收集、处置

企业定车定线定范围收运责任，建立

物业保洁、收运企业、市区环卫部门的

联动协作机制。目前，贵安市走现有湿

垃圾收运车辆 193 辆，日均收运能力

为 1866 吨。在分类投放收集能力方

面，在 2949 个居民小区，坚持便民利

民、因地制宜，设置干湿投放容器 19.8

万组；按照利于分拣、便于运输，设置

湿垃圾集中收运点 4590 个、分类收集

收运点 3182 个、可回收物及有害垃圾

暂存点 1639 个。全市公共机构、公共

场所、经营场所分类投放收集设施，实

现设施全覆盖。如：观山湖区奥林花园

探索“桶进家户分类”模式，引导居民

“家中干湿分类、出门干湿投”；南明区

电力巷几个老旧小区楼道窄、面积小，

采取在院落内设置干湿投放容器，相

邻院落共用分类收集收运点、可回收

物及有害垃圾暂存点，节约了小区公

共空间又方便了群众投放；花溪区十

字街等人流密集场所，采取划区域设

置的办法，将公共场所划分为若干个

收运片区，根据片区垃圾产量、类别设

置分类收集收运点，方便商户投放、企

业收运。

问：在宣传发动营造氛围上有哪

些效果？

答：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充分发挥

街道、社区党组织作用，宣传群众、引

导群众、服务群众，采取宣传到户、业

主群推送等方式，引导、培养居民“干

湿分类”习惯。发动“两员一书记”参与

垃圾分类，全市居民小区已配置网格

员 6967 名、保洁员 12845 名。建立“单

位管职工、社区管居民、学校管学生、

物业管保洁、部门管行业”责任体系，

以主题党日、“晒桶”打卡等为载体，发

动党员干部带动一批、学生“小手拉大

手”影响一批、街道和社区（村）入户

发动一批、媒体及户外广告宣传一批、

社区公约奖惩一批的“五个一”，贵安

市生活垃圾分类群众知晓率达到

97.3%。

二是“五点减量”推动农村“治垃

圾”。聚焦宣传引导，引导村民做好干

湿分类、源头减量，大力推行“五点减

量法”（即“易腐垃圾沤一点、煤渣灰土

埋一点、可回收物卖一点、有害垃圾收

一点、其他垃圾运一点”），减少农村外

运垃圾处置量。完善健全机制，建立

“市统筹、县为主、镇负责、村实施”责

任体系，制定《贵阳贵安农村“治垃圾”

工作实施方案》《贵阳贵安农村“治垃

圾”考核办法》及评分细则，依托“贵州

数字乡村”平台强化监管，农村生活垃

圾收运体系正常运行率保持 100%，30

户以上自然村寨实现收运体系全覆

盖。制定设施规范，制定《贵阳贵安农

村“治垃圾”工作图册》《乡镇可回收物

及有害垃圾收集站管理制度》，指导村

寨合理设置分类投放点、收集收运点，

配备垃圾桶 4.7 万余个，因地制宜设置

沤肥池 41 个，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

圾村级收集点 881 个、乡镇收集站 67

个，完善行政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

集设施。开展示范创建，按照示范引领

的思路，指导打造示范行政村 135 个。

深入村寨进行蹲点调研，征集群众意

见建议，结合实际分类施策。如：在人

口较多、居住集中的农业村，修建沤肥

沼气池，就地消纳处理菜叶、秸秆等有

机垃圾；对乡村旅游村寨和农村红白

喜事活动产生的餐厨垃圾，推行服务

企业“点对点”收运处置，避免二次污

染环境风险。

问：今年还有哪些深入推进的措

施？

答：首先，强化宣传动员提高参与

率，采取入户动员、专题培训、主题讲

座、科普教育、媒体宣传、志愿服务等

方式，开展政策解答、宣传教育，持续

推进分类习惯养成。其次，聚焦“干湿

投放”提高准确率，配齐配强保洁员、

网格员，夯实“两员一书记”责任，建立

“保洁员分类收集—网格员入户劝

导—社区书记重点引导”联动机制，提

升分类投放正确率。再次，优化分类收

运提高转运率，持续优化生活垃圾分

类收集收运点设置，推动物业管理、分

类收集、四类收运、区级监管“四项责

任”公示制度，优化湿垃圾“六定”快收

快运体系，细化保洁员分类收集、收运

企业分类收运操作流程，提升分类收

运的质量和效率。

到 2023 年底 贵安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专访贵州省人大代表、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练余天

新春走基层特别报道

开局就发力桥河大桥建设者
开春“舞巨龙”

阴张俊 丁清友 本报记者 魏彪 文/图 1 月 28 日，细雨蒙蒙，站在苍

巴高速桥河大桥南侧山崖远眺，四

跨 79 米高的主墩从峡谷拔地而

起，整座大桥 19 跨墩柱已完成 17

跨浇筑，最后两个墩柱盖梁进入施

工阶段。

“咣当”，循声望去，只见数名工

人正在 15号墩顶撤除钢模板，工人

们吊着安全绳，悬在 70米墩顶外侧，

奋力敲动模板底部钢梁间的螺栓。

“工人手中的铁锤有 5 公斤多

重，由于模板受到混凝土重力影响，

上百套链接螺栓有的发生变形，拆卸

时非常吃力。”大桥队长朱吉利捡起

地上的一根螺栓介绍道，“螺栓直径

超过 2厘米，重 1公斤，没那么重的

锤子，根本敲不动。遇到难敲的，一根

螺栓就要敲 3、4分钟。”

“建桥工人风雨无阻，是‘家常便

饭’。”朱吉利说，大桥工期紧张，一直

是黑白两班倒，夏天中午墩顶热得烫

脚，冬天夜班冷得伸不开手，大家早

就习惯了。

对工人们来说，最幸福的事莫过

于节日和亲人团聚。“大年初六，是全

体员工到岗节点，一年团聚的日子，

扳着指头能数出来。”朱吉利指着空

中正在焊接钢筋的工人说，他们初五

晚上赶到工地，初六就开始大干起

来。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春节

回家团聚的幸福。工程调度李朝万是

广元苍溪本地人，今年 58岁，在中铁

十五局四公司工作 30多年，参加过

十多座桥梁建设，走南闯北这么多

年，终于回到家乡建设桥河大桥。“并

不是离家近就能多回去。”李朝万说，

盖梁浇筑结束后有养生、拆模等扫尾

工作，还得筹备架梁作业，工地也要

安保，一刻不能离人。除夕夜只回家

吃了个年夜饭，大年初一就匆匆赶回

工地值班。

桥河大桥是苍（溪）巴（中）高速

公路控制性工程，计划 6月份建成，

大桥右线全长 637米，左线 636米，

左右线均为 19跨，其中 12、13、14、

15号墩高均为 79米，采用矩形变截

面空心薄壁墩，技术挑战性大。

据中铁十五局四公司副总经理

兼苍巴项目经理李遥介绍，“经过建

设者精心组织、顽强拼搏，顺利攻克

峡谷机械车辆通道、承台大体积混凝

土浇筑水热化、墩身重心高、定位控

制严等难题。完成墩柱浇筑，为大桥

上部施工奠定了基础，整座大桥需要

架设 T梁 190片。”

据悉，苍巴高速公路全长 78公

里，预计 2023年 12月全线开通，项

目建成后将与成绵、绵苍高速公路连

接，构成新的川东北出入大通道，为

川陕革命老区经济建设发挥重要作

用。
苍巴高速桥河大桥项目建设现场

2022 年，贵阳市城管局按照贵州省委、省政府和贵阳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围绕“四个工程”定
位，紧扣“强省会”行动，以“干湿分类”为重点，出台了《贵
阳贵安聚焦“五个环节”推进城镇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
建设行动方案》，在全省率先颁布施行了《贵阳市城镇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全市湿垃圾处理能力提升至 1980

吨 / 日，焚烧处理能力达 4700 吨 / 日，主城区原生生活垃
圾实现了“零填埋”，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实现良好的开局
起步。
近日，本报记者就相关详情专访了贵州省人大代表、

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练余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