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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卫生防护间距是指企业与周边敏
感场所、设施、区域的卫生防护距离限值。

1.敏感场所、设施、区域主要包括下

述范围：居住区以及商业中心、公园等人

员密集场所；学校、医院、影剧院、体育场

（馆）等公共场所；饮用水源、水厂以及水

源保护区；车站、码头（依法经许可从事

危险化学品装卸作业的除外）、机场以及

通信干线、通信枢纽、铁路线路、道路交

通干线、水路交通干线、地铁风亭以及地

铁站出入口；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草

原、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区、畜禽规模化养

殖场（养殖小区）、渔业水域以及种子、种

畜禽、水产苗种生产基地；河流、湖泊、风

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军事禁区、军事

管理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场

所、设施、区域。

2.卫生防护间距通常执行国家行业

标准，如《石油加工卫生防护距离》

（GB8195-2011）等。

3.化工企业卫生防护间距。根据不

同的环境条件，化工企业卫生防护间距

通常在200米至1200米之间。

（国家能源集团安全环保监察部化
工处处长 李荣军）

危险化学品企业与居民区的安全距离如何规定（二）

■本报记者 章磊

一场亲子定向赛，让 50 户亲子家

庭、沿街商铺参与到“垃圾不落地”行动

中来……昨日，在风雨中，康桥镇又开

展了一场宣传推广垃圾分类的群众活

动。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关乎生态文明

建设，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让家园更美

丽、更文明，市民的生活更舒心、更幸

福。在康桥，各类宣传动员活动、创新

举措以及志愿服务，正让“垃圾分类”成

为广大居民的生活习惯，也在潜移默化

中改变着城市文明的面貌。

新风“讲”进万众心

来自康城学校五年级的徐阳，带着

妈妈参加了当天的亲子定向赛。虽然

风雨有点大，但她表现得很积极。“垃圾

分类，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习

惯。我觉得，这样的宣传推广活动很

好。”

垃圾分类，宣传动员工作尤为关

键。为此，康桥镇还专门成立了垃圾分

类宣讲团，为镇域内所有居村及部分企

事业单位举行公益宣讲，推进垃圾分类

“进社区”“进村宅”等宣传活动，覆盖了

41个居村，宣讲场次达120余场。

垃圾分类宣传指导手册、垃圾分类/
定时定点投放告知书、垃圾分类倡议

书，这样的“入户宣传三件套”，曾经是

康桥镇各居村委干部常备身边的一套

材料，用来对居民开展面对面、一对一

的垃圾分类宣传。

作为康桥镇首个垃圾分类定时定

点投放的试点，绿地居民区任命了10名

“垃圾分类推广大使”。常惠媛是 10名

“推广大使”之一，在家里开展垃圾分类

已经有 2年多，还在小区担任垃圾分类

志愿者。之前，她参与了垃圾房改造等

志愿活动，希望今后能带动更多人参与

垃圾分类。

双秀社区绿宝园别墅区是一个涉

外家庭小区，来自美国、英国、阿拉伯、

南非、瑞典等 10多个国家的居民达 110
多户，这意味着，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

培训要走国际化路线。为此，小区的垃

圾分类宣传活动，邀请了专业讲师分别

用中英文讲解了垃圾分类知识以及《上

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相关要点内

容。

全员参与力量大

垃圾分类，关乎每一个人。当所有

人都参与进来，凝聚的力量和智慧不容

小觑。

城管是执法力量，在现场检查分

类情况时，也肩负起宣传指导的工作；

镇人大发挥监督作用，深入小区和商

铺，开展“小型、随机、不打招呼”的暗

访调研，检查垃圾分类硬件设施配置、

倾听居民垃圾分类感受度、了解垃圾

分类实效。

自从康桥镇垃圾分类推进大会召

开之后，各个居村、单位积极行动，雷厉

风行地开展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工

作，大刀阔斧地推行“撤桶”行动，成果

满满。当然，推行“撤桶”并非简单的

“一刀切”，而是因地制宜寻找合适的操

作尺度，既实现平稳“撤桶”，又引导居

民生活垃圾自觉分类和定时定点投放

习惯的养成。

百礼居民区之前在地下车库设置

了垃圾桶，方便开车出行的居民投放垃

圾。6月中旬，居民区撤掉了这些垃圾

桶，引导居民将垃圾投放到地面上的垃

圾桶，为后续定时定点投放做准备。得

益于前期的宣传动员，大多数居民很快

适应了。

而别出心裁的创新举措，则让垃圾

分类更有了一分从实际出发、为民考虑

的温馨。在绿地居民区海富城市花园

一期，生活垃圾短驳车就缓解了垃圾定

时定点投放刚启动时居民们的焦虑。

短驳车主要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

在小区里“巡逻”，顺便捡拾乱丢的垃

圾；第二个功能是帮助行动不便的老

人，以及因特殊原因没赶上时间的居民

投放垃圾。而随着居民意识的不断增

强，短驳车的工作正越来越“轻松”。

小区因志愿而美丽

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各个

居村的垃圾分类志愿者们，不仅展现出

市民的文明素质，更成为推动市民文明

素养提升的重要力量。

在美林居民区，“桶不撤人不走”成

为志愿者们的理念——每天提前到投

放点蹲守，引导居民学会垃圾分类，帮

助居民快速适应垃圾分类，桶不撤人不

走。对于没分干净的垃圾，志愿者们更

是亲自动手分。志愿者熊师傅为了将

湿垃圾桶中混入的碎玻璃取出，不小心

划伤了手指。

中邦居民区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

中有两位优秀志愿者——陆荷英和陶

龙妹。陆阿姨的任务是每天对集中投

放点进行监督，记录分类情况并作出反

馈，第一时间督促物业整改。“看到居民

能够积极主动地进行垃圾分类，我心里

也很开心。”她说。

陶阿姨则是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

放东门点位的组长，因为敬业，被不少

居民戏称为“志愿者中的志愿者”。她

们的志愿精神带动了其他居民参加垃

圾分类的热情，她们的行动也为居民做

出了典范。

从不理解甚至刁难志愿者，到配合

支持志愿者，在康桥镇的各个居村，市

民的观念和态度正不断发生改变，垃圾

分类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康桥镇相关领导表示，垃圾分类减

量，只是城市文明的一个缩影。当所有

人都积极行动起来时，城市文明水平便

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借垃圾分类促文明创建

康桥：文明风貌在“新时尚”中变化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9 月 21 日下

午，“青春上港公益联名系列（T恤）”在陆

家嘴金融城的琦逸足球公园首发，自闭症

孩子涛涛画下的球员颜骏凌的形象，并被

印上了公益T恤。

14岁的涛涛是一名“星星的孩子”，学

画画已有五六年，在其他方面专注力不高

的涛涛，唯独在画画时专注力较高。一次

偶然的机会，涛涛知晓了上港足球俱乐部

门将颜骏凌。于是，颜骏凌的形象跃然纸

上。当这个故事被上港足球俱乐部得知后，

俱乐部成员被“星星的孩子”对足球的热爱

感动了，决定将这幅画印上T恤。白底T恤

上，胸前一方红色非常醒目，其上画作便出

自涛涛笔下的颜骏凌，下方还有颜骏凌的刺

绣签名。这件以爱为名的T恤，销售利润将

用于完成自闭症孩子的足球梦想。

在首发现场，不少金融城白领纷纷前

来购买公益T恤，献出一份爱心。陆家嘴

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金领驿站已认领了

200件公益T恤。公益T恤目前已在青春

上海Act+平台、青年报微信、微博、上港足

球俱乐部官方商城等线上渠道开售。

本报讯（记者 陈烁）江南丝竹专场

古韵悠悠，民乐专场气势恢宏。昨日，

2019“上海三林杯”长三角地区非职业民

族乐团和江南丝竹乐团邀请赛在浦东三

林隆重举行。来自沪苏浙皖的 20支民乐

和江南丝竹团队参加了比赛。

本次赛事由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和三

林镇政府主办，旨在让中华民族优秀民族

器乐和江南丝竹在现有的基础上，得到更

广泛的普及提高，并且在广度、深度、传承

创新等各个方面取得更大突破、获得更大

成果，也为长三角地区非职业民族乐团、江

南丝竹爱好者搭建平台、展示风采、切磋技

艺、交流经验的平台。

上午的江南丝竹专场中，浦东新区康

文国乐社、杨浦区四平路街道江南丝竹队

等都是老牌的乐团，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年

轻面孔出现。

上海徐汇中学国乐社是最年轻的一支

参赛队伍，成员是徐汇中学的同学们。徐

汇中学的国乐社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现

在，徐汇中学是上海市非遗进校园（江南丝

竹）优秀传习基地。初一年级的李涵玉同

学，就是从零起点开始学习大阮，经过三个

月的学习就开始登台表演。加入国乐社一

年的时间，已经跟随社团去全国多地表

演。“我上小学时学钢琴，对民族乐器没有

太多接触，加入国乐社后开始学大阮，觉得

很有意思。”李涵玉说。

原上海民族乐团团长顾冠仁是比赛

评委之一，他对于江南丝竹的新生代参与

者也很欣喜：“今天表演的乐队各有千秋，

看到一些年轻的队伍我很高兴，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现象，说明江南丝竹后继有人。”

青春上港公益T恤首发

本报讯（记者 陈烁）9月 21日晚，

浦兴社区 20余所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师

生、家长代表，以及浦兴社区居民代表

近千人，汇聚在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附属学校操场，举行了迎国庆校园文化

展演活动。现场，浦兴路街道区域化党

建成立的七大联盟之英才学盟也正式

启动，浦东模范中学成为首轮“盟主”。

当天的活动中，浦兴学区师生联手

为观众带来了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

师生们用曼妙的舞姿展现青春活力，用

优美的歌声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用深情

的诗句描绘浦兴教育的美好愿景。

党建联盟是由浦兴路街道社区范

围内参与社区管理、热衷社区建设的单

位及其志愿者组成的具有区域性、公益

性特征的行业联盟组织。今年 3月，浦

兴区域化党建七大联盟成立，凝聚起医

院、学校、生活服务、文化等不同行业单

位，发挥各自资源优势，为浦兴居民提

供服务。

“英才学盟”的宗旨是强化党建引

领，整合教育资源，致力教育惠民，助推

教育发展，提升居民素质，建设幸福浦

兴。据了解，正式启动后，成员单位将

组织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服务社会，无

偿开展教育类公益活动；提供教育咨

询、讲座、培训进社区，开放活动场地，

共享教育资源；提供贫困学生的帮困助

学；提供外来人员子女的教育帮扶；与

支持公益教育事业的企业、政府、媒体

及其他社会组织合作开展公益活动等。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2019年新场

“新八样”全新揭晓，8款凸显江南水乡古

镇元素的美食和伴手礼，在上海旅游节之

际，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昂刺鱼菜饭卷、老味道塌饼&小团圆、

金莲粽、海盐冰淇淋慕斯、水蜜桃慕斯蛋

糕、定制版RIO白桃微醺……六款“新八

样”美食，不仅有融入新创意的古镇传统

点心，还有反映新场盐文化、桃文化元素

的时尚甜点、饮料。

“新八样既是对美食的传承，也是创

意创新。”新场民宿“俚舍”的负责人介绍：

“去年，我们的土法制作昂刺鱼菜饭被评

为“新场新八样”后成为了古镇网红菜饭，

今年，在保持菜饭原滋原味的基础上，我

们又推出了菜饭卷新样式参与评比，更加

方便游客品尝和携带。同时还推出了金

莲粽，对一项区级非遗三角粽进行创新制

作。”

新一届“新八样”之中的定制版RIO
白桃微醺，由年轻人很喜欢的RIO鸡尾酒

的厂商——巴克斯酒业专门定制。原来，

该企业就落户在新场工业区，此次专门为

古镇定制的RIO白桃微醺，无论是包装还

是口味，都极具新场桃源水乡的气息。

相较于首届“新场新八样”，新一季评

选活动在原有主打美食的基础上，新增了

文创伴手礼——古镇艺术家制作的“笋山

十景”手工DIY产品（版画体验、彩绘本），

以及乡村创客中心出品的土布四季香

囊。其中，土布四季香囊由新南村村民制

作而成。在区妇联支持下，新南村里建起

了土布乡创基地，打造了土布工坊，通过

“文创+乡创”，带动农村姐妹实现居家就

业。

“新场新八样”评选活动由上海新场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策划主办，从2018年起每年

评选一次，作为“文创新场”打造的一个文化

品牌标签，旨在通过古法手艺和创意的有机

结合，实现从传统到时尚再到经典的二次塑

造，丰富新场乡村人文之旅的内涵。

新一季“新场新八样”出炉

特色小镇增添更多“色香味”

发挥区域化党建联盟的资源优势

浦兴路街道成立“英才学盟”

江南丝竹乐团邀请赛在三林举行

老少同台传承民乐文化

参赛的松江区万古江南丝竹社民乐团在进行表演。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工作人员展示公益T恤。 □徐网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