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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意见》（简
称《实施意见》），引起广泛关注。针对各
方关心的垃圾分类热点话题，8月7日上
午，市城市管理局举行重庆市全面推行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新闻发布会，对《实施意
见》进行了解读。

如何全面推行垃圾分类
以街道（镇）为单元开展示范，实

现分类管理主体全覆盖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2019年所有
区县城市建成区、建制乡镇政府所在地全
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2022年基本建成
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即全市实现
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如何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市城市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市初步计划
在主城区46个镇街、主城以外区县城市
建成区35%以上的镇街开展示范，各区
县在示范镇街之外的其他镇街，同步选取
部分居民社区开展试点。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以行政村为单元开展示范，以点带
面，逐步扩展延伸。

与此同时，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以街
道（镇）为单元开展示范，实现分类管理
主体（即公共机构、相关企业和住宅小

区）全覆盖，分类类别（即有害垃圾、易腐
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四个类别）全
覆盖，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全
覆盖。

此外，党政机关和学校、医院、科研、
文化、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协会、
学会、联合会等社团组织，体育场馆、演出
场馆等公共场所管理单位率先实行公共
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国有企业和车站、机
场、码头、宾馆、饭店、购物中心、超市、专
业市场、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商
铺、商用写字楼等场所落实生活垃圾分类
要求。

如何高效实施垃圾分类
鼓励有条件的小区探索推行楼

层撤桶，定时定点投放

垃圾分类包括前端的分类投放、分类
收集，中端的分类运输和末端的分类处
置，是链条式的管理工作，如何高效推
进？这位负责人介绍，针对城市居民而
言，主要在家中设置其他垃圾（干垃圾）、
易腐垃圾（湿垃圾）桶，做好日常“干湿”分
类，并将偶尔产生的有害垃圾单独投放到
指定投放点，鼓励居民出售或单独投放可
回收物。

市环卫局局长罗利表示，市民可以关

注“重庆市垃圾分类”微信公众号，其中的
“分类课堂”栏目详细阐述了与生活垃圾
分类相关的知识。

针对城市居住小区而言，要根据垃圾
产生量和产生类别，设置垃圾投放设施，
鼓励有条件的小区探索推行楼层撤桶，定
时定点投放。比如，有害垃圾产生量较
少，一个小区一般设置1个有害垃圾收集
点即可。

分类收集方面，《实施意见》要求，优
化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点布局，公示收集
站点分布、开放时间，以及各类生活垃圾
的收集、运输、处置责任单位、收运频率、
收运时间和处置去向等信息。合理设置
生活垃圾收集容器，并分类喷涂统一、规
范、清晰的标志标识。

为防止“先分后混”，我市将以全程分
类为目标，积极推广市场化、专业化运输
模式，支持专业运输公司承担生活垃圾分
类运输工作，严防“先分后混”。

末端处置方面，我市将加快有害垃
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加快以焚烧为主
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加强易腐垃
圾处理设施统筹规划建设，力争 2020
年基本实现主城区生活垃圾全焚烧；主
城区力争2019年底建成洛碛餐厨垃圾
和厨余垃圾处理设施。此外，我市将推

进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与生活垃圾分类
收运体系的融合，建立可回收物统计制
度。

如何加强监管引导
探索差别化生活垃圾处置收费，

垃圾分类将纳入社会诚信体系

垃圾分类只有参与者，没有旁观者。
如何加强监管，引导更多人加入其中。

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
将严格实施《重庆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
法》，按照相关规定，单位和个人未分类投
放生活垃圾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对单位处以1000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下罚
款。结合实际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项执
法行动，通过教育、处罚、拒运和纳入社会
诚信体系等方式约束行为，逐步提高生活
垃圾分类法治保障水平。

此外，我市将探索生活垃圾分类政策
引导、激励和补贴机制，提高再生资源回
收企业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引
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活垃圾分类，逐步形成
多元投入、财政保底的经费保障机制。创
新政府、市场、社会合作模式，充分发挥市
环卫集团等专业企业在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中的优势。

重庆城市建成区今年全面推行垃圾分类

个人垃圾不分类可处200元以下罚款
本报记者 廖雪梅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陈波 王
丽 匡丽娜 韩毅）“银烛秋光冷画屏，
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卧
看牵牛织女星。”8月7日是七夕节，当
日，我市有不少特色活动精彩纷呈，不
仅挖掘七夕节日内涵，弘扬传统文化，
更以这种方式让市民感受浪漫爱情、浓
厚亲情，追求幸福美满生活。

婚俗新风吹遍巴渝

8月7日，市婚姻收养登记管理中
心在全市各大婚姻登记处开展婚俗改
革宣传活动，倡导新人们以参加集体婚
礼、旅行结婚等形式，做婚事新办简办
的带头人，举办节俭适度而又不失隆
重、富有纪念意义的婚礼。

当日，八对新人身穿传统中式婚服
在市婚姻收养登记管理中心中式颁证
厅内，举行了中式婚礼。在恢宏儒雅的
古乐声中，新人们拜天地、执秤杆、赤绳
相系、合卺共饮、执手盟誓。在亲友们
的见证下，新人们在传统的婚姻仪式
中，许下对爱的承诺和对责任的誓言。

仪式上，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为新
人们颁发结婚证书，送上新婚礼物。整
个颁证仪式既庄严肃穆，又温馨喜庆。

“在民政局登记结婚后，还受邀参
加今天的仪式，感觉很幸运，这样的仪
式新颖时尚又有意义，让我们更加珍惜
彼此。”参加活动的新人代表李思航感
慨。

据了解，七夕当天，沙坪坝区、开
州区、梁平区、合川区等区县通过开展

“慢递婚姻书信”“手绘幸福生活”“何
当共剪西窗烛”“永结同心劳动果”等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体验互动，倡导
喜事新办、喜事简办，得到新婚夫妻一
致好评。

秀山县、长寿区、沙坪坝区、綦江区
等区县为新婚夫妻提供集体颁证服务，
邀请婚姻当事人宣读爱的誓词，增强婚
姻当事人对婚姻的仪式感和责任感，更
加注重婚姻家庭建设。

据统计，此次活动全市共计4603
人参与，将七夕传统佳节文化融入婚俗
宣传活动中，增加了婚俗文化宣传的趣
味性，倡导了重视家庭建设、认真经营
婚姻的理念，营造了和谐、文明、健康、
良好的婚俗氛围。

七夕活动精彩纷呈

昨日，渝北创意公园第三届艺术文
化相亲节在该公园开幕。据介绍，本次
相亲节把“创意”“浪漫”和“传统文化”
等元素融入其中。现场为青年男女设
置了投壶、着汉服和抛绣球等充满中国
传统气息的相亲互动节目。

此外，渝北团区委、渝北区总工会、
渝北区妇联联合龙山街道举办“相约龙

山、牵手幸福”联谊活动，200余名青年
通过破冰游戏、互动抽奖、才艺展示、爱
的告白等环节沟通交友。

悦来街道合力社区开设七夕茶话
会，组织居民聆听牛郎织女的爱情故
事。

龙溪街道李家花园社区动员夫妻
们互赠礼物，让大家领悟爱情和生活也
需要用心经营，偶尔的一个小礼物能让
生活充满惊喜。

当日，为期三天的重庆·江津·四面
山2019第十二届东方爱情节也在四面
山开幕。节庆期间，将开展“四面制造
七夕文创大赛”，以及唱响爱情天梯、

“挑战望乡台”情歌对唱、天眼爱情摇滚

秀等系列主题活动。
“厢遇提琴博物馆”相亲会、大型

激光水幕秀、璀璨河灯漂放、饕餮美食
节……8月7日，为期三天的荣昌第六
届七夕河灯旅游文化节盛大启幕，多项
精彩浪漫的活动大放送，好吃好看又好
玩。

在合川区大石街道，一场“以诗之
名、诵读浪漫”七夕诗歌朗诵会吸引了
各行各业的非专业诵读表演者，围绕着

“七夕”这一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以诵读
的方式，用他们真挚的情感传递着浓浓
的爱意。一首首经典的诗词，讲述着一
个个动人爱情、温馨亲情、家乡恋情的
故事。

《丽人行》亮相CCTV3
七夕特别节目

“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
桥。”8月7日晚19∶30，央视三套播出
的七夕特别节目《天下有情人》中，重庆
市歌舞团原创舞剧《杜甫》之群舞《丽人
行》片段惊艳亮相。

一颦，一笑，一步，一挪。丽人们盈
盈步履轻，举手投足间尽显大唐盛世女
子气质，一派诗情画意，尽显盛唐遗风。

“《丽人行》舞蹈富有汉唐特色，选
用这支舞蹈，既契合七夕主题，又起到
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节目总导演
顾志刚表示。

相约七夕 情满巴渝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陈一豪）8月7日，“香事情未了——古代
文士风韵雅器展”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开展。展览精选了100余件（套）与香文

化相关的藏品，从香料、香方、香具3个方
面展示了古代文人雅士的风雅生活。出
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由法门寺珍
藏的3件一级皇家文物首次来渝，亮相该
展览。

本次展览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和
九龙沉香博物馆主办。亮相展览的3件
法门寺皇家文物分别是鎏金双蛾团花纹
银香囊、鎏金人物画银香宝子和鎏金银龟
盒。3件器物历经千余年时光，仍散发着
耀眼的光泽。

据了解，唐代金银香囊是一种盛放
香料的器物，结合了熏香炉燃烧香料和

荷包佩戴的功能，成为唐代熏香的一种
独特方式，被当时的皇家贵族广泛佩
戴。此次展出的鎏金双蛾团花纹银香囊
为唐僖宗所供奉，直径12.8厘米，重547
克，是唐代香囊存世品种迄今发现的最
大的一枚。

香囊通体镂空呈圆球形，上、下两半
球的囊盖和囊身以铰链相接，以子母口相
扣合，其工艺之精巧令人为之叹服。香囊
内部铆接两个同心圆金属环和一个盛香
料的钵状香盂，无论香囊怎样转，香盂始
终保持水平。“这种持平装置完全符合陀
罗仪原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相关负

责人介绍，法门寺出土的香囊证明我国的
持平装置最晚在1200年前已普遍应用于
生活中。

此次展出香囊的工艺价值在唐代金
银香囊中处于什么水平呢？西安美术学
院副教授段丙文在《唐代金银香囊研究》
一文中认为，根据目前公开的考古资料来
看，唐代皇家寺院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两件
香囊（鎏金双蛾团花纹银香囊和鎏金瑞鸟
纹银香囊）无论是工艺还是纹样都是目前
出土的唐代金银香囊中最为精美的器物，
堪称典范。

据悉，展览将免费展出至10月8日。

法门寺地宫出土皇家文物首次在渝亮相——

唐代最大香囊重达547克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实
习生 陈一豪）8月7日，“礼赞新中
国·讴歌新时代”重庆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精品巡展之“红岩精神 永放
光芒”专题展览在江北区人民政府
一楼大厅展出。展览通过31块展
板、130余幅图片，讲述了红岩精神
的生动内涵，吸引了大量观众。

据了解，本次展览由红岩联线
等主办，自7月8日起，该展览已
先后在南岸区、两江新区、北碚区
举行。为让展览更加深入人心，每
一站都有红岩联线的讲解员为观
众提供免费讲解。“展览在两江新

区举办时，我讲解了40多场，最多
的一天讲了6场，每场都超过了
20人。”7日上午，邓睿在江北区讲
解完首场“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
专题展览后说，观众观展热情十分
高涨，纷纷表示从红岩精神中汲取
了信仰的力量。

展览系统、生动地讲述了红岩
故事，传达了红岩精神。通过讲解
员的讲解，并结合展板内容，观众
可以得知“狱中八条”的诞生背景、
主要内容和现实意义；可以通过
《罗世文临刑前给党的信》《江竹筠
狱中致谭竹安书》等信件的照片，
感知英烈的信仰和精神；还可以通
过蓝蒂裕《示儿》等诗词，牢记英烈
对后辈的殷殷嘱托。

据悉，“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
专题展览江北站将展出至8月16
日。之后，该展览还将走进九龙坡
和丰都。

“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专题展吸引大量观众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8
月7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学
习新思想 点赞 70年 建功新时
代”微宣讲第一片区赛在九龙坡
区开讲，这也是微宣讲片区赛的
首场比赛。来自渝中区、大渡口
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巴南区的
15 位选手从身边事、身边人说
起，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点赞新中国成立70年
来的成就，展现新时代、新实践中
的使命担当。

宣讲比赛在《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中拉开序幕，随后《共产党
人的脱贫“药方”》《勇做新时代科
技创新先行者》等演讲将活动的氛
围推向高潮，获得现场观众阵阵掌
声。15名选手分别从创新发展、脱
贫攻坚、不忘初心、歌颂祖国等不

同类型的选题，以小见大深入浅出
地讲人生理想、爱国情怀，展现了
意气风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比赛中，有的选手和机器人一
起唱响赞歌，用歌声向祖国“表白”；
有的选手则通过重庆方言，用“大白
话”讲“大道理”，话语既接地气，又
铿锵有力。选手们饱满的精气神和
激情飞扬的演绎，让微宣讲真正凝
聚了观赏性、时代性和故事性。

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
来自巴南区的胡必凡、九龙坡区的
陶然、渝中区的陈暕雯脱颖而出，
成功进入了全市决赛。

据悉，“学习新思想 点赞70
年 建功新时代”微宣讲比赛片区
赛共组织8个片区进行比赛，每个
片区分别遴选2到3名选手参加
决赛。

“学习新思想 点赞70年 建功新时代”
微宣讲片区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陈波）连日
来，我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张富清同
志先进事迹的重要指示精神，广泛
宣传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弘扬主
旋律，传播正能量，教育引导全市退
役军人见贤思齐、乐于奉献。

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
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
人。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退
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向张富清同
志学习的通知》后，重庆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成

立了宣传领导小组，通过中心组学
习、组织生活会、座谈交流、专题讨
论等多种形式，组织全市退役军人
事务系统干部职工学习。

截至目前，全市退役军人事务
系统共开展了40场向张富清同志
学习的主题宣讲活动，组织了200
余次与群众面对面宣传的院坝会。

此外，该局还创新学习模式，
丰富学习内容，在全市范围内深入
挖掘先进典型，开展“模范退役军
人”评选表彰和“最美退役军人”学
习宣传活动，深入挖掘了崔连喜、
蒲良培等两名荣立重大功勋、事迹
生动感人的先进典型人物。

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广泛开展
向张富清同志学习活动

本报贵州专电 （记者 龙
丹梅）8 月 7日，“脱贫攻坚大决
战·全国百家党报社长总编聚焦
黔西南”大型新闻采访活动暨中
国报协党报分会2019年会在贵
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举行。来自
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92家党报
媒体的 150 多名社长、总编、记
者，将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对黔
西南州脱贫攻坚中的经验、做法
进行采访报道。

本次活动以“脱贫攻坚”为主
题，由中国报业协会党报分会、黔
西南州委宣传部主办。采访期
间，150多名党报从业人员将走
进兴义市、普安县和晴隆县等地，

用文字和镜头记录黔西南州易地
扶贫搬迁和脱贫攻坚中的好经
验、好做法，探寻黔西南州历史文
化和山地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发
展路径。

在当天举行的中国报协党报
分会2019年会上，中国报业协会
党报分会还对2018年度中国城
市党报媒体融合奖获奖作品及全
国城市党媒百名优秀新闻工作者
进行了表彰。本报新媒体作品
《守护长江，这里有一艘船等你共
同起航！》及《“智博攻略”已上线，
请注意查收！》分获2018年度中
国城市党报媒体融合奖一等奖和
三等奖。

中国报协党报分会2019年会召开
本报两篇报道获奖

渝中七夕青年古风联谊会现场。
（活动主办方供图）

8月7日，八对新人身穿传统中式婚服在市婚姻收养登记管理中心内举行婚礼。
（市婚姻收养登记管理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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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孙天然）重庆日报记者从
两江新区自贸办获悉，8月6日，一
列满载货物的班列从果园港出发，
10天之后将抵达波兰城市波兹
南。这是果园港承接的首趟铁铁
联运国际班列，将进一步促进果园
港打造全球中转站，助力两江新区
打造内陆开放的重要门户。

据介绍，此次班列8月2日从
厦门出发，8月4日晚上抵达果园
港，在完成转场及关务手续之后于
6日发车，通过中欧班列（重庆）国
际大通道发往波兹南。

班列搭载的是41个集装箱的
液晶电视半成品、液晶显示板及主
板等物品，总件数达到1065件。

两江新区自贸办负责人表示，
依托“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
点的区位优势，果园港对重庆周边
地区货源的吸引力正不断增强，下
一步将促进该班列的常态化运行，
进一步扩大果园港的辐射能力。

两江新区自贸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厦门—果园港—波兹南铁铁联
运班列的成功开行，将助力畅通我
国东、中、西地区相互之间以及与欧
亚沿线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通道。

厦门—果园港—波兰波兹南班列

果 园 港 承 接 的 首 趟
铁铁联运国际班列开行8月7日，第十二届七夕东方爱情节在四面山开幕。图

为游客在望乡台瀑布前游玩。 记者 龙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