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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朱雳

“的确没想到，在很多地方都推广不
开的垃圾分类，我们社区却做得有声有
色。”启隆镇兴隆社区居民彭冲长期在城
市打工，过年回家，他看到了自家门前的
双色垃圾桶，颇感意外。

彭冲回忆，以往自家门前有一只大垃
圾桶，逢年过节，里面满是垃圾，人在几米
开外就能闻到刺鼻的气味。据启隆镇党委
委员陈利介绍，启隆镇平常每天产生干垃
圾3~4吨、湿垃圾1吨左右，重大节假日
期间，垃圾要比平常多出一倍。

妻子告诉彭冲，原来的大垃圾桶都被
撤掉了，现在社区里推行垃圾分类，垃圾
要按照“湿垃圾”和“干垃圾”分好类，放到
对应的垃圾桶后，再由保洁员收走。彭冲
对此将信将疑，记得2018年春节过后，社
区召开垃圾分类动员会，当时他也拿到了
垃圾分类宣传手册，但他心想自己打工的
大城市尚不能做到垃圾分类，在自己家乡
更不可能做到，也就没放在心上。

只见妻子拿出“垃圾分类宣传画”给
他看，并熟练地将剩菜剩饭、果皮果壳等
放到棕色的“湿垃圾”桶里，把废纸、塑料
袋、一次性餐具等放到了另一边黑色的

“干垃圾”桶里。
为了让垃圾分类简单易学,启隆镇通

过开展举办培训班、入户发放宣传画和纪
念品、设置宣传栏等群众易于接受的形
式，使垃圾分类理念入脑入心。与此同时，
启隆镇充分发动老干部、党员干部、未成
年人和广大妇女作用，广泛开展“垃圾分
类我先行”“垃圾分类我包干”“小手拉大
手，垃圾分类齐动手”“清洁家园 妇女先
行”等活动，让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家喻
户晓、人人皆知，引导居民逐步养成爱护
环境、勤俭节约、物尽其用、减少废弃的文
明生活习惯。

在分类方法上，启隆镇主要实施三次
分拣，第一步是居民源头初分类，居民将
生活垃圾按照湿垃圾、干垃圾和有毒有害
垃圾进行分类后，投入收集站点指定的垃
圾桶里；第二步由保洁员用收运车将各收

集站点的垃圾收集起来，进行二次分拣，
并将湿垃圾运送至湿垃圾处置站；最后由
湿垃圾处置站管理员对到站的湿垃圾进
行第三次分拣。

据了解，启隆镇已全面实施垃圾分类
减量工作。全镇共入户发放25升垃圾桶
1500组，分别用来存放“湿垃圾”和“干垃
圾”，同时在垃圾桶上标注了相应字样和图
标。全镇共设置101个垃圾收集点，每个点
按照三分法设置不同颜色的240升垃圾
桶，黑色桶收集干垃圾，棕色桶收集湿垃
圾，红色桶收集有毒有害垃圾。根据全镇现
有的居民居住分布状况，共添置垃圾收集
车12辆，确保垃圾分类常态化运作。

按照源头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
总要求，启隆镇探索建立了“户分类投放、
镇回收清运、湿垃圾生化处理、有机肥料
入田”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
系。由于启隆镇还存在不少农业
生产种植企业，针对这些农业生
产垃圾也设置了专门的综合利
用方法。一方面鼓励农机合作

社、家庭农场和全托管经营主体购买各类
回收机械，对当年新购置的回收处理机
械，给予农机实物奖励，单个农机合作社
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对实施农
业生产垃圾机械回收的作业者，经申报、
验收后给予30元/亩的补贴。与此同时，
大力推进秸秆、杂草、藤蔓等农业生产垃
圾生物发酵技术，通过机械回收粉碎、添
加生物发酵剂、压实封闭、集中贮藏发酵，
将农业生产垃圾充分资源化。对于收储本
镇秸秆等农业生产垃圾的企业或农民专
业合作社，收储量在3000吨以上的每吨
补助100元，最多补助5万元。

目前，启隆镇生活垃圾减量明显，原
来全镇生活垃圾平均每天5.5吨左右，现
在平均每天4.5吨，减少约20%，垃圾分类
渐成启隆镇居民的“举手之劳”。

启隆镇探索建立“户分类投放、镇回收清运、湿垃圾生化处理、有机肥
料入田”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

垃圾分类成“举手之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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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2月空气质量排名出炉

我市再度位列
全省第一

本报讯 3月11日，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今
年2月全省县（市、区）空气质量排名。2月份，全省
PM2.5 平均浓度为 66.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9.1%，全省县（市、区）PM2.5浓度同比上升11.1%。
我市以40.5微克/立方米排名全省第一，这是继今
年1月我市位居江苏空气质量排名第一之后，再次
领跑全省。

全省54个县（市、区）中，空气质量前10名（含
并列）分别为：启东、如东、海门、昆山、太仓、通州、仪
征、泰兴、常熟、六合和丹阳；后倒数10名分别为：丰
县、沛县、新沂、洪泽、滨海、灌南、泗阳、建湖、泗洪和
睢宁。其中，丰县PM2.5月均浓度最高，为94.2微
克/立方米，同比上升38.5%。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
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
度，务实推进大气、水、土壤等环境综合治理，严格
落实中央及省市环保督察整改要求，深入开展“两
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持续加大环境执法力度，
着力提高环境管理系统化、科学化、信息化水平。

【相关链接】PM2.5的中文名称为细颗粒物，又
称细粒、细颗粒，是指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
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它能较长时间悬
浮于空气中，其在空气中含量浓度越高，就代表空
气污染越严重。 （李朱雳）

政策性农业保险为农业
生产保驾护航

2018年赔付
1300余万元

本报讯 日前，王鲍镇三岔店村蔬菜种植大户
常仕法的“一折通”账户上，打到了一笔2440.79元
的钱。这笔钱是政策性农业保险赔款。去年冬天的
一场大雪，常仕法的两只蔬菜大棚被压塌，因参加
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所以得到了一定赔偿。记者从
市财政局获悉，今年第一批政策性农业保险赔款
180多万元，近期将陆续赔付到受灾农户手中。

近年来，市财政局会同农业保险主管部门，本
着“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
则，认真落实政策性农业保险惠民政策，开设了粮
食种植、畜禽养殖、水果蔬菜种植、大棚设施等三十
余个险种。2018年，中央、省、市财政共投入财政资
金1800多万元，为农户购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承
保种植业面积达33万余亩，承保畜禽达百万余头
（只）。农户投保农业险，只需缴纳约20%的保费。
2018年，因恶劣气候或病虫害等原因，我市种植玉
米、水稻、油菜、小麦和养殖生猪、山羊、淡水鱼的农
户，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经承保保险公司现场
定损及财政部门的认真审核，及时通过“一折通”赔
付给受灾保险农户。据统计，2018年，各项保险共
计赔付1300余万元，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户损
失，减轻了农民负担。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根据本地农业生产特点，
因地制宜地为紫菜等海产品养殖加工和青蚕豆、青
毛豆、青豌豆、青玉米等四青作物种植，开设了两个
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农业保险险种。2018年，紫菜
养殖险保费总额165.6万，特色四青作物险保费总
额160万。因台风等恶劣气候的原因，农户紫菜养
殖损失较大。相关保险公司以最高赔付比例赔付了
112万元，充分发挥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优
势，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农户利益。（王雷 范存娟）

本报讯 3月12日，亚洲最大的重型
自航绞吸船“天鲲号”完成通关手续，从江
苏连云港开启首航之旅，标志着完全由我
国自主研发、建造的疏浚重器“天鲲号”正
式投产。

“天鲲号”是现役亚洲最大的绞吸挖
泥船“天鲸号”的升级版，全船长140米，
宽27.8米，最大挖深35米，总装机功率
25843千瓦，设计每小时挖泥6000立方

米，绞刀额定功率6600千瓦，是目前亚洲
最大、最先进的绞吸挖泥船，也是目前世
界上智能化水平最高的自航绞吸船。“天
鲲号”此次航行为首次投产启航。

“天鲲号”于2018年10月2日在启
东开展挖泥试验，经过近1个月调试，其
挖泥最高生产率达每小时7501立方米，
远超每小时6000立方米的设计标准。同
时验证了该船15公里超长排距的挖掘输

送能力。
2018年11月23日，“天鲲号”开赴大

连开展挖岩试验，试验围绕高产量、低能
耗的要求开展，共进行了绞刀在岩床上的
挖掘姿态试验、不同性能的刀齿试验、
绞刀转速试验、极限横移拉力试验、正
反刀挖掘试验等五个方面的试验。最
终，“天鲲号”成功完成挖掘60兆帕岩
石强度的试验，超过挖掘岩石硬度50兆

帕的设计标准。
今年1月9日上午，经过近3个月的

挖泥、挖岩试验，“天鲲号”顺利返航至启
东船厂，标志着“天鲲号”正式具备投产能
力。试验期间，“天鲲号”的挖掘系统、输送
系统和智能挖泥系统等施工关键设备性
能均成功通过了实际施工的考验，各项测
试技术指标均达到或超过设计标准。

（钱爱仁）

亚洲最大的重型自航绞吸船“天鲲号”开启首航之旅

启东造“大国重器”正式投产

我市举办拟上市入轨企
业融资对接会

扩宽融资渠道
保障需求供给

本报讯 3月14日下午，由市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组织的拟上市入轨企业融资对接会在市行政
中心举行，我市19家银行、2家担保公司以及2家
拟上市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会上，2家拟上市企业海四达、和和新材分别
介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资金运营状况等，提出了
各自融资方面的需求和用途。各金融机构代表就相
关情况进行了提问、记录，表示会向企业反馈评估
情况。

据悉，此次融资对接会旨在帮助我市拟上市入
轨企业扩宽融资渠道，保障企业融资需求供给，缓
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通过银企合作共赢，推
动我市拟上市入轨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升对
接资本市场的能力。 （茅晨华）

本报记者 李朱雳

3月13日上午，记者刚见到近海镇调
解办公室主任樊丹丹，在办公室门口就听
她说有一个纠纷要去调解，她的几名同事
已经先一步出发了。说着，我们就立刻驱
车前往调解现场了解情况。

出了镇政府大院，一直往南开了10
分钟左右，来到向北村一片宅前菜地边。
只见五六个人聚在一起七嘴八舌，讲的是
一件土地纠纷。

事情还得从6年前的一场离婚说起。

鲁某是外村人，二十多年前嫁给了近海镇
向北村的陈某。结婚后，鲁某的婆婆周某
想着既然都是一家人了，把自己宅前屋后
的地交给鲁某来种。这一种，就是二十多
年。鲁某和陈某育有1子，陈某长期外出
打工。离婚后，鲁某还是照例打理着这宅
前屋后的菜地，直到2017年土地确权。在
土地确权过程中，鲁某全程参与，不仅按照
程序签字拍照等等，当时也没有任何异议。
谁曾想过了一年多，鲁某反悔了，她认为确
权确错了：“自己种了那么多年地居然不是
自己的，这是什么道理？”于是，她提出上
诉，但待法院判决后她依然不服，于是乎就
把这个纠纷“闹”到了镇调解中心。

在调解现场，樊丹丹首先问鲁某的诉
求到底是什么？得知是鲁某怀疑土地确权
有误后，樊丹丹立刻联系向北村村支书，

查看当时确权的手续是否正当合法。经查
验，确权手续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向北村
村支书还拿出1990年的土地清册原件，
上面白字黑字写得很清楚，宅前屋后的两
块地全部属于鲁某的婆婆周某，跟鲁某完
全没有关系。

与此同时，樊丹丹也把相关资料给围
观的邻居查验，“那土地清册上确实写了这
些地都是周某的，这就没错了。我们一开始
看到鲁某一直在这两块地上种，还真以为这
地已经是她的了。”围观的村民纷纷表示。

但是，面对如山般的证据材料，鲁某依
然不依不饶，认定这块地应该属于自己。樊
丹丹这时候请出了鲁某的婆婆周某。周某
说，这两块地确实是自己当年给鲁某种的，
那时，她儿子自家的自留地由于盖房子缺
少土地已经占用了，所以鲁某确实没有地。

“屋前那块地我依然愿意交给鲁某来种，屋
后的地等我孙子要盖房子的话我也愿意把
地给她。”周某如是说。面对这样的让步，鲁
某还是不太满意，嘴上嘟囔着：“随你们。”

在告知鲁某如果还有异议可以再来
调解办公室后，这起纠纷调解暂时告一段
落。此时，已到了中午11点多，调解持续
了2个多小时。“目前看来，这场纠纷的调
解还得要几次，我们准备等清明节的时候
鲁某的前夫陈某回家后，再行调解，希望
事情得以圆满解决。”

对于樊丹丹这样的基层调解员来说，
这样的“家务事”每天都要处理几起。樊丹
丹说，这差事清苦不说，有时候还会“吃力
不讨好”。她多么期盼所有的家庭邻里纠
纷，经过调解都能调和心结、修复感情，延
续曾经的祥和友爱……

奔走田垄间 化解千千结

3 月 14 日下午，由市教育体育局、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戏曲艺术进校园活
动，在市汇龙小学学华分校举行。

活动中，戏曲演员们为师生们表演了
《金丝鸟在哪里》《十八相送》等精彩的戏曲
节目，并邀请学生上台互动。近三年，我市
文艺工作者将沪剧、锡剧、越剧、评弹等传
统戏曲送进学校，今年上半年将覆盖至全市
所有中小学。 潘杨摄

戏曲进校园
孩子成票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