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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碎玻璃瓶可以回收吗？
答：碎玻璃是属于可回收物。玻璃因为回收

利用的价值极低，被许多市民“想象”成其他垃
圾。诚然，玻璃制品体量大、不易存储；重量大、
运输成本高；破损麻烦、回收利润低，怎么看都不
像可回收物。但如果算一笔环境账，显然玻璃作
为可回收物，要比变成其他种类的垃圾更“环保”。
因为普通玻璃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硅酸钙和硅
酸钠等，化学性质非常稳定，很难自然分解。贸然
填埋，不仅长期占据空间，部分玻璃中的锌、铜
等重金属还会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另外，玻璃
是不可燃物质，一旦进入了垃圾焚烧炉，就会
软化附着在炉壁上，影响焚烧效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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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世纪行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我为群众办实事

“办证速度这么快，还亲自为我送
证上门，真的是太感谢了。”12月13日，
位于郎溪县境内的白茅岭农场上海籍
居民朱宜菊家中，郎溪县数据资源管
理局工作人员将一本来自上海的残疾
证交到她手上，朱宜菊连声致谢。

朱宜菊因肢体残疾需要办理残
疾证，按照之前相关规定，她需要回
上海办理，因路途遥远，此事一直搁
置了下来。郎溪县数据资源局与郎
溪县残联在了解到情况后，积极与
上海市残联对接，对其伤残鉴定并
将相关材料收集齐全后帮助网上代
办，省去了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同样是白茅岭居民的上海籍老

人袁菊香，也深深感受到跨省办事
带来的便捷。袁菊香因年事已高加
上没有经济来源，需要申请上海当
地困难生活补助，但因为身体不好
一直没有成行。郎溪县数据资源局
工作人员得知后，将相关政策对她
进行详细讲解。

窗口工作人员在收到老人申请
后，安排专职人员携带申请材料赶赴
上海市虹口区社保中心，在两地专窗
工作人员的协同下成功办理。郎溪县
数据资源局跨省通办窗口负责人高飞
告诉记者：“按照程序，今年12月底袁
菊香就能拿到当地困难生活补助了。”

“跨省代办窗口成立，就是为群
众解决反映强烈的异地办事‘多地
跑、折返跑’难题，推动企业和群众异
地办事实现‘跨省通办、一次办成’。”
高飞介绍，“跨省通办”打通了长三角

地区“一地六县”行政边界，让群众
和企业异地办事享受“同城服务”，
对深化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合作、促
进高质量发展、增强群众获得感和
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

郎溪县自今年4月28日开始，
全面启动“异地代收代办”试点工
作，建立“跨省通办”窗口，确定代办
事项，规范操作流程。办理窗口除
了能办理审批权限在我市的8个跨
层级事项，还能覆盖到长三角地
区。在该县政务服务中心设立了

“跨省通办”专窗，明确工作人员和
相关部门审批人员，同时针对具体
事项，逐一编制操作指南，明确事项
办理实现模式、流转具体程序、申请
材料清单、资料传输方式等内容，形
成可操作规范。截至目前，该县“跨
省通办”事项累计办理580例。

初冬的泾县，迎来了一段难
得的好辰光：蓝天白云，和风暖
阳。从城中社区到偏远山村，从
高速主干道到田野圩埂，处处水
碧山青，好一派风光旖旎的景
象。为守护身边的碧水蓝天，近
年来，泾县始终坚持“生态泾县，
绿色发展”主基调，坚决打好环
境治理组合拳，县域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持续
推进，“青清净静”成为泾县生态
环境新常态。

走进泾县开发区安徽皖南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
条蓝色机械臂将一团缠绕好的
线圈精准送入装配台进行后续
装配加工，各种类型的机器人分
工明确，处理着不同作业。不同
于传统工业企业生产车间，在这
里既没有看到滚滚浓烟，更没有
闻到令人窒息的刺鼻气味，厂房
内外整洁清新。

“我们通过实施自动化、智
能化转型升级和生态化改造，让
企业实现了绿色发展。”公司副总
经理陈蕾告诉记者，公司于2020
年5月正式投产，运营期间环境
管理着重从废气、废水、噪声、固
废四个方面加强管理，瞄准节能
化、清洁化生产，通过国内同行业
领先设备和工艺进行处理，不仅
实现节能减排与资源的高效利
用，更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在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下，如
今在泾县开发区，越来越多的企业
开始抓转型升级促工艺提升。电
机泵阀、宣纸宣笔书画纸、方解石
深加工等一批传统优势产业开始
升级转型，LED光电、轴承制造、特
种材料等新兴产业着力实现节能
减排与资源高效利用。同时泾县
坚持工业生态化，严把项目准入

关，引进科大讯飞，设立中建材
（泾县）非金属矿深加工研究所，
推动工业科技创新，让绿色成为
产业发展的新引擎。

“由于地势不均，我们开发区
所有工业废水都将通过这个泵站
提升至泾县城镇污水处理厂集中
处理。”在泾县开发区一体化预制
泵站升级改造工程现场，泾县开
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强指着排水
流向示意图告诉记者，身旁河水
潺潺，涟漪荡漾，这是近年来泾
县水环境治理的成果。

2018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
境警示片披露了泾县开发区废
水直排问题，泾县开发区立即开
展问题整改，对照省《整改方案》，
在抓好涉事企业查处同时，举一
反三全面排查整治管网，累计投
入2100万元，实施管网、排水口、
污水提泵站及环境整治提升。同
时，为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在原有
322省道污水提泵站基础上，新
建一体化预制泵站改造项目工
程，增设6台潜污泵。“单台潜污
泵日设计流量为1.4万吨，完全
可以满足园区污水处置，园区废
水排查整治也已全面完成。”

为切实加强水污染防治，提
升城区水环境质量，近年来泾县
着力实施城东排水渠、环城南路
景观河等内河综合治理的“活水
润城”项目，形成城区活水调度
体系，促进城区水循环流动，东
线片区实现水系联通。强化青
弋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定期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违法建
设和排污口开展排查，以及入河
排污口全覆盖检查和水质监
测。加大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力
度，完成31个农村集中式饮用水
和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区“划立治”工作。
污水进入污水处理厂后变

清了，但水中的污染物并未消除
殆尽，富集、浓缩在沉淀下来如
同胶体一般的污泥中。因此，较
之垃圾，污泥对环境所产生的危
害看似更为隐蔽，实则更直接、
更难治理消除。

治水更要治泥，今年3月1日，
随着泾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开始封
场复垦，如何更好地处理污泥成
为困扰泾县象山污水处理厂的
一个难题。

“关键在于给污泥找着‘出
路’。”象山污水处理厂副总经理
李强告诉记者，经多方调研，为
确保污泥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
化处理处置，公司最终采用“低
温真空脱水干化+卫生处理”工
艺，使污泥含水率降到 60%以
下，再运送到环保企业进行焚烧
处置。“我们全程都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依法对产生的污泥进行
处置，污泥由专人专车运送并进
行跟踪、记录，建立日常台账，确
保不产生二次污染。”

这也是泾县持续推动净土
保卫战的关键一环。为污泥找
出路的同时，泾县对全县114个
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
进行核实、确认，并加大固体废
物管理力度，对全县14家医疗机
构开展医废检查，结合“放管
服”，积极帮助20家企业对接危
废处置单位，协助解决小微企业
危废处置难、费用高等问题。

“土壤污染治理难度大、周期
长、见效慢，只有科学治土、系统
治土，久久为功，才能真正打赢净
土保卫战。”据泾县生态环境局工
作人员介绍，生态优先已成共识，
泾县绿色发展脚步也更加坚定。

日前，宁国市公安局行政审批科与派出所民警联合开展入户宣介“皖事通办”便民服务平台。据悉，该平台系安
徽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可为群众提供身份证（临时身份证）网上办理、居住证业务咨询等各类政务服务，旨在深
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全力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惠民服务。 特约记者 高鹏 摄

入户宣介入户宣介““皖事通办皖事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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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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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9

102841
1847795
14134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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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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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
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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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69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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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球号码 蓝色球号码 09010911 132029

“双色球”玩法（第2021143期）

全国投注总额：475857912元，安徽投注总额：17824178元。奖池奖金：1002138181元。一等奖情况：辽宁1注，上海1注，浙江2注，安
徽32注，山东1注，广东3注，贵州1注；其中一等奖特别奖为：辽宁1注，浙江1注，安徽32注，山东1注，广东2注，贵州1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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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注总额：2114208元，奖池奖金：2000000元。

“3D”玩法（第2021334期）

“双色球”2021年中大奖累计（截止2021143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1510
24600

安徽中奖注数

80
942

下期奖池（元)：1002138181 ；双色球奖池过亿，2元
可中1000万!

0102040513中奖号码

“乐透型15选5”玩法（第2021334期）

奖等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六省市中奖
注数

0
75
5029

安徽中奖
注数

0
10

1033

每注金额
（元）

0
2568
10

六省市投注总额：576274元，安徽投注总额：105514
元。奖池奖金：1017536元。

为持续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共同
营造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12月15日，宣城日
报社和城南社区联合开展辖区环境整治和“送
党报进社区”活动。活动中，志愿者们将随意
停放的电动车摆放整齐，同时号召居民们自觉
维护辖区生活环境。本报记者 孙玉姣 摄

丁家桥镇推进政府信息
公开实现基层共治

泾县讯 为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监督
权，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大力推动依法行政
工作，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
近日，泾县丁家桥镇以贯彻新修订的《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为主线，聚焦组织保障、政策落
实、社会稳定，多举措推进基层政务公开工作。

聚焦组织保障，加强队伍建设。一是强化
领导，根据人事变动情况，及时调整该镇政务
公开领导组，明确领导组成员信息报送、分管
领导审核、专人负责上传工作机制。二是加强
培训，对新晋成员进行统一培训，全面提升政
务公开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和水平。

聚焦政策落实，推进信息公开。结合工作
实际，努力推进该镇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与
民生、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
实施等重点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今年以来，
共公开政府信息535条，点击量达63741次。

聚焦社会稳定，积极回应解读。主动回应
疫情防控、新冠疫苗接种、核酸检测等社会热
点问题，有效克服疫情影响，营造良好舆论环
境。通过图文形式对4件该镇本级政府文件进
行政策解读，避免误解误读。回复12345政府
服务热线29件，办结率100%。 （程正）

郎溪：“异地办事”享受“同城服务”
■本报记者 余庆 特约记者 余克俭

利华世纪新城
1#、15#、16#楼交房公告
尊敬的利华世纪新城业主：

感谢您对利华世纪新城的关心和厚爱，您

购买的房屋已竣工验收合格，具备交房条件。

为便于业主交房，我公司定于2021年12月20

日-24日（每日8:00-11：30，14:30-17:30）

为1#、15#、16#楼业主集中办理交房手续。

请您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商品房买卖合

同》、房屋全款发票、维修基金收据等相关证

件资料及相关费用前往利华世纪新城销售

中心办理交房手续。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0563-3352888

祝各位业主阖家安康、万事如意！

宣城利华房地产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初冬时节，走进绩溪县
杨溪镇的丛山村，优美的自
然风光吸引了众多市民前往
休闲娱乐。漫步村中，造型
清新别致的民宿“三味书屋”
颇为引人注目，参观的市民
络绎不绝。很难想象，几年
前这里还是几栋闲置的民宅
和村集体公房。近年来，绩
溪县通过盘活农村闲置宅基
地（住宅）这“一招落子”，激
发出乡村振兴新活力。

2019年，民间宿客何伟
来到了丛山村，绮丽优美的
自然景观吸引他留了下来，
他改建了一栋闲置的古民居
和一座闲置的村集体公共建
筑，取名“三味书屋”，通过田
园改造，配套了休闲娱乐区、
采摘体验区、垂钓区等等，吸
引了许多游客前来体验。

村民胡春华是“三味书
屋”的员工，2019年就开始在

“三味书屋”工作。“在这里一
个月能挣2000块钱，主要就
是搞搞卫生、烧烧饭，在家门
口上班还能照顾家里。”除了
像胡春华这样的村民通过务
工增加了收入，“三味书屋”
每年给丛山村保底分红5.5
万元，提高了村集体收入，前
来游玩的游客，还带动了村
民的农副产品销售。

近年来，为了盘活农村
闲置宅基地（住宅），绩溪县
先后出台了《绩溪县农村村
民建房管理办法》《绩溪县关

于鼓励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
基地（住宅）促进农民增收的
实施意见》及《绩溪县闲置农
村宅基地（住宅）盘活激励若
干措施》等11个规范性文件，
为农村闲置宅基地（住宅）盘
活利用提供政策保障，同时进
一步调动试点片区、乡镇和村
组工作积极性。该县结合当
地实际，确定了转让、出租、入
股、合作、复垦及其他自主创
新等6种盘活利用方式，引导
出农民自主盘活利用、支持村
集体统一盘活利用、鼓励能人
创业盘活利用、引入资本连片
盘活利用、整治复垦耕地盘
活利用等5种盘活利用路径。

“我们充分发挥徽文化
旅游区优势，鼓励利用闲置
宅基地（住宅）。目前家朋乡
家朋村、瀛洲镇仁里村、板桥
头乡校头村盘活利用达5000
平方米。”绩溪县农水局副局
长胡丹告诉记者，绩溪县在
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和经济组
织，通过强强联合打造高端
民宿的同时，选择文化底蕴
深厚的村利用现存的古建
筑、古民居建成文化体验中
心，并利用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项目资金兴建周边公共设
施后整体发包，打造富有吸
引力的乡村旅游、餐饮民宿、
文化体验中心。

截至目前，该县共盘活
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27099
平方米，闲置住宅120幢，吸
纳1.0328亿元社会资本，带
动754户农民就业，村集体经
济收入增加48.8万元，涉及
754户农民，增加374.8万元
财产性收入。

绩溪：盘活闲置宅基地
激发振兴新活力

■胡体红 本报记者 余庆“青清净静”展新颜
——泾县打好环境治理组合拳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侧记

■本报记者 徐文宣

●12月15日上午，全市应急管理网
格化建设现场推进会在泾县召开。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于静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应急处置
演练。会上，市安委办就推进应急管理网
格化建设作出部署，泾县作试点经验交流。

于静波指出，要切实提高思想认
识，把推进应急管理网格化建设摆在重
要位置，抓紧抓实抓细，全面提升基层
应急管理精细化、信息化和社会化水
平。要细化实化工作举措，完善工作机
制，强化队伍建设，加强基础保障，夯实
应急管理网格化建设工作基础。要压
实压紧工作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加强
应急值守，强化监督问责，全力抓好当
前应急管理工作，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
造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

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县市区
政府负责同志及应急部门负责人等参
加会议。 （本报记者 王肖肖）

（上接第一版）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用心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积极塑造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有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中国记协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不断提
高联系服务新闻工作者的能力和水平。

开幕式上，中国记协主席张研农致开幕词，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李屹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
会议为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获奖者代表颁奖。

丁薛祥、孙春兰、陈希、吉炳轩、肖捷、刘奇
葆参加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