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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文明家庭建设

扫码可了解更多知识

垃圾分类
这些知识可以懂

有害
垃圾

可回
收物

厨余
垃圾

其他
垃圾

三亚市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宣

●公共区域

结合实际按标准配置红(有
害 垃 圾）、灰（其 他 垃 圾）、蓝
（可回收物）、绿（厨余垃圾）收
集容器。商场、酒店、超市、机
场、高铁站等经营场所在公共
区域按“两分类”要求分别设置
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两类”投
放桶；

●餐饮区域

餐饮业经营者需在厨房区
设置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在用
餐区域需设置其他垃圾收集容
器，并规范分类收集；超市生鲜
区按厨余垃圾、其他垃圾设置

“两类”投放桶，可设置集中储
存区域用于放置可回收物;

●户外公共区域

机场、道路、广场、公园、客
运站以及旅游、文化、体育、娱
乐、商业等公共场所应当设置
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两类收集
容器，但厨余垃圾产生量较多
的公共场所，应当增加设置厨
余垃圾收集容器。

●转运区域

设置 1 处与垃圾清运车对
接的桶装收集点。在分类垃圾
转运区域（可为垃圾房）按厨余
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
回收物设置分类投放桶。可与
垃圾收集容器搭配设置宣传
栏，其他公共场所设置宣传牌，
在明显位置设置宣传标语。

公共场所如何实施垃圾分类？

公共营业场所垃圾分类管理的3个小技巧

作为人流量密集、空间开放的公共场所，商场、办公楼宇始终
是垃圾分类处理问题的“重灾区”。比如较早施行垃圾强制分类
的上海，城管在头一个月就查处各类生活垃圾分类案件 872 起，
责令当场或限期整改 8655 起。其中大型商场和商务楼宇问题发
生率高达 50.9%，餐饮企业标识不规范、混合投放、混合驳运、随
意乱扔生活垃圾等问题的发生率也高达 20%。当三亚也同上海、
北京等城市一样进入“垃圾强制分类时代”时，三亚公共场所该
如何做好准备？采取哪些措施呢？

商场、农贸市场、景区、机场、码头、车站以及其他公共场所。
垃圾分类收集容器须张贴规范的分类标识，并在相应区域设置分
类投放桶。

合理设置垃圾桶

公共区域应成组设置可回
收物、其他垃圾分类桶。除公
共区域外，应根据营业地点、楼
层分布等情况设置垃圾投放桶
点，其中食堂应设置厨余垃圾
收集容器和其他垃圾收集容
器。商场超市、化妆品区应至
少设一处有害垃圾收集容器，
并有专人负责看管；其他类型
的区域合理设置可回收物和其
他垃圾桶。

营造宣传氛围、
切入宣传活动

公共区域明显位置，应采
用贴海报、设宣传栏、电子屏
播放中至少一种形式宣传垃
圾分类。借营销活动为场内
垃圾分类管理“造势”，比如举
办亲子嘉年华型垃圾分类展，
物资回收、旧物改造等，与消
费者互动的同时，提升其环保
意识，宣传商场环保理念。

规范垃圾桶点标识

所有垃圾桶点应根据其设置
类别，在垃圾桶身或投放点周围设
置图文指示，所有垃圾桶都应保持
完整干净，桶身有分类标识、文字，
并符合武汉市垃圾分类标志要
求。比如，其他垃圾上标注“卫生
纸、烟蒂、湿纸巾”等，可回收垃圾
标注“易拉罐、报纸、玻璃容器”等，
厨余垃圾标注“瓜子壳、食物渣、蛋
壳”等。有条件的商场可以安排专
员对其注明的例子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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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黄 世 烽）10 月 19
日，记者从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获
悉，今年以来，三亚持续开展打击非
法行医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已查处 8
起非法行医案件。其中，一女子因犯
非法行医罪获刑十年，是三亚近年来
刑罚最重的一起非法行医案件。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三亚加大对非法医疗美容服务
打击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目
前，执法部门共立案调查案件 8 宗，
罚款金额43万余元，其中2宗案件已
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查处案件中
以王某华非法行医案最为典型，是近
年来三亚作出刑罚最重的一起非法
行医案。2021 年 3 月 27 日 15 时许，
王某华在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蓝立
方小区某民房为李某肖实施面部自
体脂肪注射术，术后李某肖出现嘴
麻、脸色发白等不适症状，后经抢救
无效死亡。接到情况反映后，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第二支队立即成立工作
专班，执法人员兵分两路，一路联合
公安机关对涉嫌非法行医的当事人
王某华进行控制，另一路执法人员迅
速展开调查取证。

经查，王某华只是在广州培训并
取得高级美容师资格，并未取得医师
资格证、医师执业证、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不具备开展医疗美容活动的
资质。随后，该案移交公安机关调查
处理。

今年 3 月 29 日，王某华因涉嫌
犯非法行医罪被刑事拘留，一个月
后被依法逮捕。经鉴定，李某肖符
合面部自体脂肪注射术后引起脑梗
死继发肺部感染致呼吸循环衰竭死
亡。案发后，王某华主动赔偿被害
人家属 15 万元，获得对方谅解。今
年 9月份，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对该

案作出判决，因王某华犯非法行医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 5
万元。

“净化医疗市场环境，我们永不
止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李平
表示，该局将以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
联合开展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服务专
项整治行动为契机，继续保持高压态
势，加大明察暗访力度，进一步完善
部门间的协作配合，推动与业务主管
部门执法备忘录签订，持之以恒地整
顿医疗服务秩序，规范医疗执业行
为，为广大群众创造一个健康、安全
的就医环境。

三亚今年查处8起非法行医案件
一女子犯非法行医罪获刑十年

对于今年36岁的陈少彬来说，父
母健康、妻儿相伴，一家人相亲相
爱、孝老爱幼，就是最大的幸福。

陈少彬和妻子殷秀林目前在三
亚经营一家五金店，日子过得美满而
充实。“爸妈年纪渐长，现在长居农场
老家，爸爸每天和朋友喝茶打牌，妈
妈则是散步、跳广场舞，生活十分惬
意，我们有空也会回去陪伴身边。”

陈少彬说，开店看似轻松，其实
要承担很多压力，每天工作将近 15
个小时，妻子还得兼顾全家人的饮食
起居，虽累但彼此从不抱怨，夫妻一

同分担。陈少彬说，妻子是浙江人，
不远千里嫁到三亚，很多事情需要重
新适应，要懂得体谅妻子的不容易。
而夫妻俩关系一直都很融洽，是朋友
眼中的恩爱夫妻。

这个和睦的家庭还有两个乖巧
懂事的孩子。大儿子由陈少彬和妻
子带在身边，小儿子暂时跟爷爷奶奶
生活。陈少彬、殷秀林夫妻希望孩子
未来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为此，
夫妻俩经常督促孩子学习，为孩子树
立好的榜样。

“孩子挺争气，学习成绩一直名
列前茅。在不影响成绩的前提下，我
们还让孩子参加架子鼓和钢琴培训，
丰富孩子的兴趣爱好；带孩子参加游
泳训练，提升其生存技能；教育孩子
尊敬长辈，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
务，培养孩子的责任感。”陈少彬说。

每逢节假日，父母会带着小儿子
到三亚与陈少彬一家相聚。夫妻俩
也会时常安排时间到农场看望父
母。陈少彬夫妻珍惜与父母相聚的
时间，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多尽一些
孝道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2021 年，这个相亲相爱、孝老爱
幼的家庭被评为文明家庭。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我还在
为搬家的事情发愁，没想到立才居妇
联和志愿者都来帮忙了！能搬进这
么好的房子，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的关
心。”近日，育才生态区立才居妇联工
作人员和部门志愿者主动上门为立
才居低保困境户符海莲提供搬家服
务。住进新房子，符海莲很开心。

今年 43 岁的符海莲是立才居黎
族人，目前和 16 岁的女儿生活在一
起。因身体患有疾病，无法就业，仅
有 0.2 亩耕地用于种植香蕉，导致家
庭无收入，生活贫困，加上没有宅基
地，母女俩在立才居没有房子，只能
居住在香蕉地里搭建的简易棚里，每

逢刮风下雨，屋子都“摇摇欲坠”。
2020 年 1月，市妇联在调研走访

中，了解到符海莲一家情况后，担心
影响其身心健康，要求育才生态区妇
联、立才居妇联等相关部门协调改善
其居住条件。育才生态区住建局、民
政局用时 6 个多月为其寻找合适房
源，并重新修缮粉刷墙壁、打扫好卫
生。育才生态区民政局、立才居还为
其捐赠家具及生活用器等。

“有房子住，最近刮风下雨也安心
了。”得到大家的帮助，符海莲内心充
满感激。因为大家的关心，让这对少
数民族母女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
有力地维护了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

陈少彬、殷秀林家庭：

相亲相爱 孝老爱幼
本报记者 刘盈盈

育才生态区多部门发力

少数民族困境家庭搬新家

陈少彬一家。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过岭大
社区举办的禁塑活动，宣传方式很新
颖，通过与孩子们的互动，让家长和
孩子都对垃圾分类有了更深入认
识。”近日，在天涯区过岭大社区综合
服务中心与其他村民一起学习垃圾
分类和“禁塑”等知识后，天涯区过岭
村村民罗旭珍说。

为帮助辖区村民特别是青少年
树立绿色环保理念，助力三亚“无废
城市”建设和“禁塑”工作，10 月 17
日，天涯区过岭大社区开展了“全面
禁塑正能量 绿色海南新形象”主题
活动。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
结合生活实例和科学数据，宣传普及
垃圾分类和“禁塑”等环保知识，推广
使用可降解垃圾袋、环保购物袋，并现
场组织参与活动的家长和青少年共同
创作“禁塑”宣传画，通过生动的讲解、
有趣的互动，让每一位参加者更好地
理解绿色环保，践行绿色环保理念。

“我今后会提高垃圾分类的意

识，带领全家人自觉加入到垃圾分
类的行列中。”居民李探将手中的塑
料瓶进行分类处理后说，听了工作

人员的宣传才知道乱扔到土里的塑
料瓶需要几十甚至几百年才能分
解，对土壤伤害很大，希望大家都不

要乱扔垃圾。
“希望大家携起手来，共同营造更

清洁、更绿色、更文明的卫生环境，共
同创建更美丽、更宜居、更和谐的生活
环境。”过岭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负责
人称，“禁塑”意识和垃圾分类意识需
要潜移默化、长期培养，过岭大社区综
合服务中心将把“禁塑”、垃圾分类等
宣传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来开展，努
力引导广大群众形成保护好“绿水青
山、碧海蓝天”的行动自觉，为三亚创
建“无废城市”贡献力量。

除过岭大社区外，天涯区多个村
（社区）今年以来都积极开展垃圾分
类宣传活动，让广大群众认识了垃圾
分类的标志，学会如何进行垃圾分
类、怎样才能变废为宝。通过学习，
广大群众了解到纸张、金属、玻璃、衣
服等是可回收物，也了解到电池、废
弃灯管、油漆桶、过期药品等为有害
垃圾。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天涯区垃
圾分类工作已在辖区 21个村（社区）
的公共区域和“三无小区”铺开，初步
建设成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
的区级服务体系，率先开展垃圾分类
工作的金鸡岭路社区，人居环境质量
大幅提高，居民参与率已达79%。

天涯区：

垃圾分类工作已在21个村（社区）铺开

天涯区过岭大社区禁塑活动现场，小朋友展示创作的“禁塑”宣传画。
本报记者 黄世烽 摄

Sy民族团结一家亲

推进垃圾分类推进垃圾分类
践行绿色发展践行绿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