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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林宇云）6月12日上午，
伴随着挖掘机轰鸣声，坡头区南三镇灯塔村
下辖沙腰村一处影响人居环境、占地200多
平方米的养猪场被拆倒。冒着酷暑，驻地部
队官兵、村委会干部、驻村干部、村民等一起
动手，清垃圾、除杂草、拆牛棚猪栏，开展一
场覆盖全村的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拆得好！这个养猪场我们投诉好多
次了。住在旁边每天都是臭气熏天，特别
是夏天，蚊虫老鼠孳生，小孩身上都是蚊子
咬的包。”“我们特别感谢政府，为老百姓办
好事、办实事！”围观的村民七嘴八舌讨论
起来。当养猪场被推倒后，他们自发上前
去搬运清理垃圾、给工作人员送水。

据南三镇有关负责人介绍，灯塔村原
本是南三镇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的后进
村，然而现在，13条自然村全部都动了起
来。在镇村两级干部的带领下，在驻地部
队的支持下，全体村民士气高涨，变被动为
主动，誓要打赢人居环境整治的翻身仗。

灯塔村只是南三镇全面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的其中一角。就在一周前，6月5日上
午，南三镇召开乡村振兴暨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推进会，这是南三镇重归坡头区管理
后召开的第一个全镇会议。会议确定了南
三镇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切入点，即开展
人居环境整治。一周来，镇村干部群众上
下一心，卯足干劲，立行立整，掀起了“三清
三拆三整治”的全面行动热潮。全镇129
条自然村几乎全部行动起来，其中15条村
已全面完成垃圾清理整治。按计划，6月
底前全镇所有村庄要全面完成积存垃圾清
理任务，同时开展清拆行动。

是什么让海岛村民对环境卫生整治有
了动力和干劲？南三区有关领导告诉记
者，南三镇以党建引领环境整治，抓好“带
头人”，明确了由镇领导班子成员驻村包干
负总责、村党支部及书记负直接责任、村
（居）民小组负主体责任的责任制。其次，
落实坡头区制定的各项考核和考评奖励办
法，对开展工作表现优秀的村（社区）、村
（居）民小组进行分级奖励，开展评选“十佳
村长”活动，并制定镇的乡村振兴和人居环
境整治考核机制，村两委及村民小组长评
价制度，以制度管人。同时，建立人居环境
整治巡查机制，成立镇人居环境整治巡查
监督小组，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巡查，对工
作不力的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

下一步，南三镇将要完善村级生活垃
圾收运系统，探索建长效保洁机制，提升村
民的卫生意识，巩固整治成果，为南三乡村
振兴和旅游开发夯实基础。

6月12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获悉，《湛江市区生活垃圾分类专
项规划》（2017—2035）（以下简称《规
划》）日前通过湛江市规委会审查。《规划》
聚焦群众需求，就生活垃圾收运处置、固
废收运处置、环卫设施等“大民生”作了详
细落实。今后，湛江生活垃圾分类将得以
实现质的飞跃，收运体系也将得到进一步
规范。

生活垃圾100％无害化处理

在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规划方面，湛江
将推进城乡一体化，至规模后期实现全市
生活垃圾100％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按
照焚烧为主，应急填埋为辅的处理模式，
到2020年全市初步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运输、处理系统，设施建设配置基本完
备，垃圾收运从小型转运站趋向大中型集
中转运，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农村生活垃圾有效处理率达到
90％以上。

在处理处置设施建设方面，湛江至
2020年市区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理规模将
达到1500吨/日，中期，将新增用地40亩，
扩建一条750吨/日生产线，总规模达到
2250吨/日，满足市区中远期生活垃圾处
理需求。垃圾分类将实行源头减量，推进
绿色流通。加强资源利用，完善再生资源
回收网络。

餐厨垃圾、果蔬垃圾处理方面，将在
垃圾焚烧厂周边建设1处餐厨垃圾处理
厂，设施占地28.5亩，设施规模为200吨/
日（含果蔬垃圾50吨/日），其中近期规模
为100吨/日。近期赤坎、霞山、坡头、麻章
结合大型集贸市场，各设置1座生化处理
机。处理规模5-10吨/座.日。南三区运
输距离较远，结合田头市场设置，处理规
模1吨/座.日。中远期根据湛江市区餐厨
垃圾处理厂处理能力，再考虑其余集贸市
场就地处理设备设置。

农村厨余垃圾处理方面，近期，主要
针对硇洲岛、特呈岛、东头山岛、南三岛等
距离终端处置设施较远，收运系统不完善
地区进行分类，采用太阳房堆肥处理或机
械 高 温 发 酵 技 术 ，规 模 300kg/
日-500kg/日。中远期，结合各镇转运站
设置农村厨余垃圾处理设施。

构建“三位一体”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为提高黑色废金属，废铜、废不锈钢
有色金属、废塑料、废纸、废玻璃等高附加
值的可回收物的回收率，强化源头废品回
收规范性管理，我市将打造社区便民回收
点、街镇回收站、市级分拣集散场构成的

“三位一体”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社区便民回收点将负责收集居民或

区域内企业生产生活中的可再生资源，
主要是废纸、废塑料、生活性废旧金属、
废玻璃和废橡胶等品种，并向回收站定
期集中交售。街镇回收站负责辖区内再

生资源的收运、整理、暂存、中转，即集中
一定时期内在社区回收点分散回收的再
生资源，将再生资源简单地分类、整理，
以便进入下一环节的分拣集散园区。分
拣集散园区为回收企业聚集区及交易市
场，利用科技及信息化平台对各片区回
收的一般废旧物品的回收、分类、包装、
交易，以及对特大件废品的拆解、加工、
交易、形成产业园。

为了方便可再生资源的回收，全市共
规划固定或流动回收点226个、回收站34
个。其中，赤坎区、霞山区、开发区等中心
城区每1500户居民设置1个回收点，坡头
区、麻章区、东海岛非中心城区每2000户
居民设置1个固定或流动回收点，每个街
道、镇各设置1个回收站。此外，还将在麻
章区市区出口处、海东新区市区出口处各
设置1处再生资源分拣集散园区，该集散
园区还将具备低值可回收物的分拣、打包
分流功能。

建立湛江固废静脉产业园区

根据湛江市区固废处理设施布局需
求，结合现有垃圾处理设施，湛江将规划
建设市区固废静脉产业园。该园区以循
环经济和清洁生产为基本理念，在处理城
市固废并防止二次污染的同时，实现产业
园物质能源的三级循环。

湛江固体废物静脉产业园以生活垃
圾末端处置、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生活垃
圾填埋场、餐厨垃圾处理厂、建筑垃圾综

合利用、大件垃圾拆解和综合利用、有害
垃圾分类储存中心、园林垃圾处理、配套
渗滤液处理厂等设施为主体，结合湛江市
区环卫培训发展需求，配套建设湛江市区
环卫培训中心，并预留一定发展用地。

全面实施垃圾分类

目前，湛江市区现有生活垃圾收运
系统的管理基本上是市城管局对生活垃
圾收运系统的宏观调控、指导、监督，区
城管局对生活垃圾收运的直接作业、管
理或监督，除南三区外，湛江市区基本实
现了环卫作业市场化，生活垃圾收运已
形成以“垃圾分散转运为主、压缩直运为
辅”模式。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湛江市区垃
圾处理量也逐年增长。根据湛江市区生
活垃圾量测算，湛江市区2020年垃圾产
量将达到1710吨/日，2025年垃圾产生量
达到2020吨/日，2035年垃圾产生量更是
高达2460吨/日。

根据“垃圾不落地、垃圾不暴露、收集
机械化、转运压缩化”的目标，下一步我市
将对现有生活垃圾收运体系进行升级优
化，分阶段、分区域、分类别推进分类收
集，逐步提高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比
例，减少垃圾焚烧和填埋的份额，提高垃
圾末端处置安全性，预计2020年湛江市
区垃圾每日将减少261吨，2025年市区垃
圾日减367吨，2035年市区垃圾每日将减
少544吨。

明年城镇生活垃圾100％无害化处理
《湛江市区生活垃圾分类专项规划》通过市规委会审查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
署，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系列纪
念庆祝活动，省委组织部在全省开展评
选表彰“百名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
和“百名优秀村（社区）党组织第一书记”
工作。现根据《关于做好“双百”评选表
彰工作的通知》（粤组电传〔2019〕25号）
要求，对我市拟推荐表彰“双百”人选进
行公示。

在公示期内，个人和单位均可通过来
信、来电、来访等形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
公示人选在廉洁自律和遵守法律法规、党
纪政纪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以个人名
义反映的提倡签署或自报本人真实姓名；
以单位名义反映的应加盖本单位印章。

反映公示对象的情况和问题，要坚持
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得借机诽谤和诬告。

公示时间：2019年 6月13日至6月

19日
受理单位：中共湛江市委组织部组织

二科
地址：湛江市赤坎区北桥路18号市委

大院
邮编：524046
联系电话：0759－3180308

中共湛江市委组织部
2019年6月12日

一、推荐表彰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
记人选（共6名）

孙茂荣 吴川市黄坡镇唐基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

邹 科 遂溪县北坡镇赵屋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娟云（女） 赤坎区寸金街道九二一

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林荣卫 廉江市石颈镇扬名水村党总

支部书记
唐春美 雷州市杨家镇夏口村党支部

书记
梁 平 徐闻县南山镇乙神村党总支

部书记
二、推荐表彰优秀村（社区）党组织第

一书记人选（共7名）
汤旭希 湛江市纪委监委政策法规研

究室副主任，派驻吴川市黄坡镇稳村村第
一书记

张蔚蓝 湛江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
员、调研员，派驻雷州市白沙镇符处村第
一书记

陈会扬 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
调研员，派驻遂溪县界炮镇坦塘村第一
书记

林 醉 雷州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派驻雷州市北和镇北样村第一书记

胡锡华 中国电信湛江赤坎分公司综
合部主任，派驻坡头区官渡镇山嘴村第一
书记

施 磊 南海舰队 91356 部队汽车队
政治教导员，派驻廉江市塘蓬镇六环村第
一书记

姜建平 湛江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科
长，派驻麻章区太平镇六坑村第一书记

三、推荐表彰省派第一书记人选（共
2名）

李文超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派驻廉江市石
岭镇垭坭塘村第一书记

彭 彬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机关服
务中心主任，派驻雷州市乌石镇那毛村第
一书记

本报讯（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黄镇丽）
6月12日，赤坎区委党校与岭师马克思主
义学院举办合作共建签约仪式，并为双方
共建合作实践基地揭牌。双方表示，将整
合各自资源优势，建立党校与高校“1＋1”
办学模式，将在共建基地、共建教学团队、
共建新型智库和共建实践基地等四个领域
展开全面合作。岭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刘
明贵、赤坎区委书记杨柔彦参加活动。

近年来，赤坎区委党校力抓干部教育
培训、教学科研、师资队伍管理、街道党校
建设等工作，取得显著成绩。此次合作共
建以整合双方各自优势资源，建立“党
校＋高校”的“1＋1”办学模式，把赤坎区
委党校建设成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心
和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基
地，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成为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的干部培训基地和重要智
库。双方将在共建基地、共建教学团队、
共建新型智库和共建实践基地等四个领
域展开全面合作。

刘明贵表示，此次合作共建的宗旨和
目标是为了实现双方整合资源、资源共享、
相互促进和共同提高，加强沟通交流，找到
双方共同点、切入点，保证合作机制长期高
效运转，实现双方共赢发展。

签约仪式结束后，赤坎区委党校邀请
岭南师范学院教授围绕加快打造创新创业
集聚区，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
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讲课。

本报讯（记者林宇云）湛江市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成果展（雷州站）暨提升“三项
测评”集中宣传活动将于6月13日-15日
在湛江实验中学体育馆举行。其中，启动
活动将于13日上午9时在湛江实验中学
运动场举行。

此次成果展和宣传活动以“铁腕扫黑
除恶 共建平安雷州”为主题，旨在进一步
营造扫黑除恶强大舆论声势和“三项测评”
浓厚氛围，凝聚全民参与扫黑除恶的强大
合力，提升群众安全感、政法工作满意度和
平安建设的知晓率。

活动设湛江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
展（雷州站）展览区和雷州市展区。其中，
雷州市展区将全面展出雷州扫黑除恶工作
措施、典型人物、打击成果等，并同时开展
三项测评宣传、爱路护路、反邪教、国家安
全教育等。

市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成果展（雷州站）

今日开幕

本报讯（记者彭晓晖）6月11日－12
日，2019年广东省住房保障工作座谈会在
湛江召开。11日下午，与会代表参观了我
市遂溪县七里塘棚户区改造和霞山机场路
公租房项目。在12日上午召开的座谈会
上，湛江、广州、深圳分别作了加快棚户区
改造、加强公租房建设管理、完善住房保障
体系和提高公租房小区运营管理水平等方
面的经验介绍，各兄弟城市相互学习借鉴，
为做好住房保障工作献计献策。会议部署
了2019年我省住房保障工作。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副厅长郭壮狮作会议总结。副市
长陈伟杰参加会议。

据悉，我市高度重视住房保障工作，把
住房保障列入重点督办事项加快推进。
2013－2018年五年间，我市新开工建设
公共租赁住房12416套，总用地面积336
亩，2.68万困难群众受惠；发放租赁补贴
1280户；新开工棚户区改造2.55万套，投
入资金96.28亿元；分配高端人才公寓354
套。2018年我市棚户区改造新开工任务
616 套，实际完成 2044 套，完成率达到
331.8％；棚户区改造基本建成任务560
套 ，实 际 完 成 2288 套 ，完 成 率 达 到
408.57％，排名全省第二。基本实现中低
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保尽保”，外来务工
人员、新就业大学生、公交、环卫等公共服
务岗位“新市民”群体得到有效保障。

在建好保障性住房的同时，我市进一
步细化流程、创新机制、压实责任、多措并
举提升住房保障服务水平。以巴斯夫新型
一体化基地、湛江钢铁基地、中科炼化一体
化等重大项目加快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
棚户区改造，多渠道筹建人才公寓，不断增
强保障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助
力湛江经济社会发展，为我市加快建设省
域副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
要发展极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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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三镇军民携手掀起人居环境整治热潮

6月12日上午，驻地部队官兵、村委会干部、驻村干部、村民等一起动手，清垃圾、除杂草、拆牛棚猪栏，
开展一场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本报记者 郎树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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