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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 本报记者 何广丙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

郭酒旗风。春末夏初，走进绿

海环绕的四川丹棱县，干净整

洁的乡村道路，青砖碧瓦、错落

有致的川西庭院民居，花果水

中映、村在绿隐中、人在画中游

的乡村田野“江南美景”令人流

连忘返。

近年来，丹棱县全面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着力解决

农村垃圾围村、污水横流、粪污

乱排等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乱

象，创新探索出一条“因地制

宜、分类收集、村民自治、市场

运作”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丹

棱模式”。丹棱县先后被评为

全国首个农村生态文明家园建

设试点县、国家可持续发展实

验区。

创新“一元钱”改革
垃圾乱倒一去不返

环境关系你我他，保护环

境靠大家。记者获悉，近年来，

丹棱县委、县政府创新探索“一

元钱”乡村环境治理改革，让人

人参与环境治理成普惠性政

策，充分调动了村民自治保护

环境的积极性，为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治理注入了新活力。

记者在丹棱县杨场镇古井

村看到，家家户户村民的门外

都摆放着统一发放的垃圾分类

箱，分别标明“有害垃圾”和“普

通垃圾”。村里按统一标准修

建了垃圾联户定点倾倒池，在

村头还建有垃圾转运站。

“每天下午4点左右，我都

会开着三轮车，把垃圾池的垃

圾全部清理收集一遍，并进行

二次分类，把可回收的垃圾装

进袋子。每年可回收的垃圾能

卖4000多元，加上垃圾清运费

用5万元左右，收入十分可观。”

古井村的垃圾清运人乐呵呵地

向记者介绍。

“垃圾清运费由两部分构

成，一部分来自村民，一部分来

自村上的补贴。每年初，村民

都会主动交上每人1元/月的垃

圾清运费。‘一元钱’改革不仅

改变了村民环境卫生的观念，

还极大提升了群众爱护环境和

监督环境卫生的意识。”古井村

相关负责人说。

古井村仅仅是丹棱县推

进“一元钱”改革，治理农村人

居环境的一个缩影。如今，丹

棱县垃圾乱倒“围河、围路、围

房”现象一去不复返，村民的

环境卫生意识发生了根本性

转变。

“1+1模式”处理污水
实现无遗漏全覆盖

记者了解到，在丹棱县乡

村，不仅生活垃圾需要分类定

点倾倒，生活污水也要经过处

理后才能排放。

据悉，农户洗衣、厨房用水

等生活污水通过专门管道接入

人工湿地池后，依次经“沉渣

池”沉渣隔油、“厌氧池”“好氧

池”两次降解有机物、“植物砂

石过滤池”降解氮磷及重金属

等“分散+集中”污水处理、湿地

池分解净化后才能排出。此

时，排放水的各项指标均达到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以前是把生活污水直接

排放出去，一到夏天，房前屋后

就臭气熏天。自从建了这个湿

地池，就再也闻不到恶臭的气

味了。”古井村村民表示。

记 者 在 湿 地 池 现 场 看

到，一个不足 5 平方米的地

面上盖上了5个水泥板，每一

个水泥板旁边都标注着不同

的处理功能。打开沉渣池的

水泥石板，浑浊污水刺鼻的气

味让人难受。而在另一边，排

出来的水清亮、无异味，还能

看到青蛙等小动物在水田沟

间“玩耍”。

“修建一个湿地池大约

需要 3500 元，农户自筹 500

元，政府还会补助 3000 元。”

丹棱县相关负责人说，湿地

池建成后管理简单，几乎没

有运行费用，对老百姓来说

既方便又实用。

近年来，丹棱县着力探索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集中治理

与分散治理相结合的“1+1模

式”：分散式处理，即在农村人

口相对集中的聚居点建小型

一体化处理设施，在农户家修

建湿地池；集中式处理，即在

各乡镇建污水处理站，用大型

的一体化处理设施，有力推动

全县城镇、农村人居环境无遗

漏、全覆盖治理。

目前，丹棱县分散的污水

处理湿地池有6948个；同时，

投入1.3亿元建成20多个大型

污水处理站，覆盖全县每个乡

镇和新村聚集点。

人畜粪污综合利用
生态与增收两不误

丹棱县是西部地区典型的

山区农业县，农民的收入几乎

全靠种植业和养殖业，如何促

进种养循环发展，成为提升乡

村环境治理的关键。

丹棱县采取“源头减量、储

存扩量、利用增量”的办法，积

极探索并全域推行人畜粪污综

合利用模式，促进种养业循环

发展，构建生态环境与农民增

收致富并驾齐驱的繁荣美丽新

乡村。

“以前，猪粪池满了后就直

接排放；如今，这些猪粪早就被

预订一空，供不应求。”丹棱县

红石村生猪养殖大户刘旭全通

过种养循环实现了“双赢”。在

他的养殖场，沼气池、干粪池、

沼液池、干湿分离机一应俱全。

“通过养殖业主、种植业

主、沼肥转运合作社三方的紧

密配合，实现了变废为宝、绿色

发展。”丹棱县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丹棱县有沼气池3200

余口、干粪池1600余口、沼液

集中收集池10口；成立沼肥运

输专业合作社10个，年运输重

量达 16 万余吨，覆盖了全县

80%以上的畜禽养殖户。

丹棱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后，丹棱县将在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中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早日把丹棱县建成经济

富美有产业、田园秀美有颜

值、乡风淳美有底蕴、社会和

美有秩序、生活甜美有保障的

“五美五有、全国典范”中国美

丽乡村样板。

本报讯 记者张勋飞报道

记者日前获悉，首届黄山发

展大会将于6月在黄山举办，

主旨为“融入长三角、实现新

发展”。

据了解，举办黄山发展大

会，旨在深入推进五大发展行

动计划，充分展示黄山经济社

会发展成就和亮点，全面提升

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浓厚氛

围。同时，大力推进招商引

资，加快大项目建设，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全方位推动大融

通、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

汇聚起加快建设更美丽更富

裕更文明现代化新黄山的强

大力量。

此次发展大会将邀请

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杭

州都市圈和长三角城市经

济协调会成员、国际化旅游

城市代表、国内外知名企业

家等参加大会。会上还将聘

请一批黄山发展战略顾问，

推介签约落地一批重大项

目，并围绕城市建设、旅游

文化、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生态文明等方面展开专题

研讨，为黄山大发展出谋

献策。

本 报 讯 记 者 邢 成 敏

谢晓民报道 近日，第四届

“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湖

南航天航空产业发展座谈会在

长沙举行。

会上，长沙航空职业技术

学院（以下简称“长沙航院”）与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飞公司”）签订

高技能人才培养校企合作协

议，拓展大飞机服务领域，搭建

对接中国商飞的校企战略合作

平台，实现了产教融合航空产

业链全覆盖。

据悉，长沙航院近年来一

直致力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牵头组建了“军、政、行、企、校”

五方联动的航空职业教育与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在校企合作

人才培养、员工培训、课程体系

开发、教学团队共建、产学研基

地建设、科技开发与服务、服务

“一带一路”、校企联合产教精

准扶贫等领域进行了有益探

索。上飞公司是中国商飞总装

制造中心，现已经形成飞机总

装集成、关键零部件制造和转

包生产、改装维修三大主营业

务格局。

长沙航院和上飞公司计

划每年甄选30名学生，组建

上飞公司技能人才联合培养

“大飞机班”，活动当日举行

了首个“大飞机班”开班仪

式。据了解，双方的合作旨

在实现对航空产业链的无缝

对接，并助力企业高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

本报讯 近期，广西都安

瑶族自治县禁毒办联合县委宣

传部、县公安局、都安“爱心坊”

等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大力

开展“禁毒下乡入校”宣讲宣教

活动，直接受教育师生和群众

达10万余人。

据了解，都安是我国布努

瑶族居民主要聚居地，位于广

西中部，下辖19个乡镇248个

行政村（社区）7201个村民小

组，总人口72.6万，其中农业

人口67万。由于该县地处贫

困山区，人口众多且经济文化

发展滞后，扫毒禁毒工作任务

非常艰巨。

今年2月以来，都安禁毒

办联动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

深入全县19个乡镇、30多个

村屯、30多个中小学校，开展

禁毒宣教活动 50多场，发放

禁毒宣传资料2万多份，进行

禁毒影视大展播20场。活动

围绕“毒患猛于虎”这一主题，

形式包括专题讲座、现场咨询

解答等，事例生动鲜活，表达

通俗易懂，把毒品的危害性和

扫毒禁毒的重要性讲清、讲

深、讲透，深受广大师生和群

众的欢迎。

禁毒办还会同县公安局在

春运、清明、“三月三”等节日期

间，分别在汽车站等人流密集

场所设立咨询台、摆放禁毒展

板、悬挂禁毒画册、发放禁毒资

料，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

活动。同时，公开举报电话，设

立举报箱，鼓励广大群众坚决

举报毒品犯罪活动，震慑犯罪

分子。 （卢 幸 黄炳锋）

本报讯 记者袁小峰报道

记者近日从黑龙江省总工会

获悉，近3年，黑龙江共创建全

国、省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

工作室195家，各类职工创新

团队共承担技术革新、科技攻

关项目9.6万余项。一线职工

取得各类创新成果8万余项，

创经济效益190多亿元。

据了解，近年来黑龙江优

秀创新成果和创新人才大量涌

现，共有8名职工获得全国职工

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优秀项目相

关荣誉。其中，大兴安岭一线工

人白伟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哈尔滨工业大学苑世剑

荣获“第二十届中国专利金

奖”。2018年，黑龙江5名高级

技师分别获得第十四届“中华

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荣

誉称号。创新工作室成为发挥

劳模和工匠人才示范引领作用

的有效载体，在解决生产技术

难题，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产业

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等方

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黑龙江省总工会号召全省

广大职工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

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主要

围绕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重点、

难点问题和技术难题，围绕经

济高质量发展，围绕推进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积极开展技术

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制

度创新，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关

键问题的解决，增强企业核心

竞争力。

□ 本报记者 于保明 黄金星

近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

闻发布会，内蒙古自治区卫健

委党组书记、主任许宏智在介

绍内蒙古健康扶贫经验做法时

指出，近几年内蒙古始终把健

康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关键性

战役来抓。截至今年3月底，全

区已脱贫的因病致贫贫困户占

已脱贫总户数的42.9%，32.7万

贫困慢病患者得到签约管理服

务，县域内就诊率达92%。

打好政策组合拳

内蒙古政府围绕医疗保

障、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疾病

防控、健康教育等方面出台《内

蒙古自治区健康扶贫工作推进

方案》，有关部门印发30余个

配套文件。在此基础上，内蒙

古以“三个一批”“多重保障”为

核心，构建了“1+N”的政策体

系，建立了健康扶贫高位推动、

分工协作、责任落实、精准识

别、宣传发动的工作机制，形成

了责任明确、任务明确、横向协

作、纵向联动的工作体系，为健

康扶贫提供了机制保障和政策

支撑。

针对“偏远、分散”的地域

实际，内蒙古充分运用信息化

手段，持续推进基层医疗服务

体系建设。实施以提升苏木乡

镇卫生院和嘎查村卫生室服务

能力为核心的“清零达标”行

动，在设备、人员等方面着力提

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内蒙古

自治区远程医疗系统覆盖100

个旗县（区）156家综合医院；投

入3亿元实施贫困地区“基层检

查、上级诊断”远程医疗系统建

设；投入9000万元推进“三库

一卡”为核心的全民健康信息

平台建设，优先为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发放居民电子健康码；

实施“小药箱”信息化工程，通

过互联网对贫困人口进行健康

管理和诊疗咨询服务；试点实

施家庭医生线上签约和有线电

视进农户随访管理工程；全面

做好做实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和

医联体工作，优质资源下沉，有

效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筑牢健康扶贫“拦河坝”

内蒙古推进防病行动关口

前移，筑牢健康扶贫的“拦河坝”。

内蒙古历史上是地方病

重病区，12 个盟市、103 个旗

县（市、区）不同程度遭受7种

地方病危害，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现象突出。为此，内蒙古实

施健康扶贫防病“六大工程”，

重大传染病、地方病防治取得

积极进展，基本实现慢性病示

范区建设全覆盖。妇女“两癌”

筛查、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儿童

营养改善项目实现国家级贫

困旗县全覆盖，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项目实现目标人群全

覆盖。

内蒙古还组建“健康内蒙

古传播联盟”，组织健康巡讲4

万余场，健康促进与教育在疾

病预防中的“拦河坝”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

同时，内蒙古落实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优化完

善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政策。深

入调查研究，及时制定完善优

化内蒙古健康扶贫医疗保障新

政策，采取对重特大疾病贫困

患者医疗费用予以重点保障、

对非重特大疾病贫困患者医疗

费用予以合理保障的“分段报

销”政策，精准实施贫困人口医

疗保障政策。

据悉，内蒙古兴安盟近几

年累计投资14.3亿元，先后对

6所旗县市综合医院和4所民

族医院进行建设，改扩建苏木

乡镇卫生院51所，建设标准化

村卫生室889个，为基层医疗

机构配置了DR、彩超等必备的

医疗设备，为县域内就诊提供

了基础保障。

“丹棱模式”创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四川丹棱县委、县政府创新探索“一元钱”乡村环境治理改革，充分调动村民自治

保护环境积极性，探索出“因地制宜、分类收集、村民自治、市场运作”之路

打 好 健 康 扶 贫“ 关 键 战 ”
截至今年3月底，内蒙古已脱贫的因病致贫贫困户

占已脱贫总户数的42.9%

黑龙江3年取得8万余项创新成果
创经济效益190多亿元

广西都安开展“禁毒下乡入校”活动
直接受教育师生和群众达10万余人

长沙航院与上飞公司开展校企合作
实现产教融合航空产业链全覆盖

首届黄山发展大会将于 6月举办
加快大项目建设，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南疆铁路实南疆铁路实现万吨现万吨
货物列车常态货物列车常态化开行化开行

日前，重达万吨的W82523次

货物列车缓缓驶出库尔勒火车

站，开往阿克苏火车站，标志新疆

南疆铁路实现万吨货物列车常态

化开行。据新疆铁路部门介绍，

南疆铁路于3月开行万吨实验列

车，于5月正式开行万吨货物列

车，在南疆库尔勒至喀什、阿克苏

至喀什等区段常态化开行，计划

每天开行一至两列，实现客货列

车畅通运行。图为W82523次货

物列车在做发车前的准备。

新华社发（丁 磊 摄）

综合ComprehensiveComprehens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