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今年 4 月是第 32 个爱国卫生月。 4 月 12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进城乡环境整治工
作情况进行了介绍。

今年爱国卫生月的活动主题是“防疫有我，爱卫同行”。 全国爱卫
办、中央文明办、生态环境部等发布的《关于开展第 32 个爱国卫生月
活动 为全面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营造良好环境的通知》提出：

各地要根据疫情防控进展，结合本次爱国卫生月主题，以“改善
环境共享健康”“向不卫生不文明的饮食陋习宣战”“和谐心态快乐生
活”等为重点专题，点面结合、深入开展群众宣传动员，充分调动社会
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全国掀起爱国卫生运动的新高潮。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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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推进城乡环境整治

广泛开展群众活动

《通知》提出了大力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历史主题宣传活动、
持续推进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行
动、广泛开展群众活动等三项活
动内容。

在广泛开展群众活动方面，
《通知》提出：

一要动员人群多样化。
要通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进乡
村、进学校等各类活动，调动广
大群众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要发挥各级文明办、 工会、
共青团、妇联和行业协会、学会
的作用， 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志
愿者及广大青年、妇女、干部职
工参与环境整治、 疾病预防、健
康促进、垃圾分类等工作。

要通过开展“小手拉大手”
等活动，教育学生引导家长参与
爱国卫生运动。

要依托爱国卫生工作网络
和健康教育宣传网络，充分发挥
居（村）委会的组织协调和基层
党组织的模范带头作用，调动广
大社区群众支持参与爱国卫生
运动，形成人人动手、人人参与
的良好氛围。

二要宣传渠道多样化。
各地要充分利用电视、广

播、 报刊等传统媒体和微博、微
信、 网络直播平台等新媒体，积
极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和融媒体中心等阵地的
作用， 通过健康知识线上问答、
话题互动等各种活动广泛深入
开展健康知识宣传，形成全方位
立体宣传格局。

三要科普内容多样化。
要广泛宣传传染病防控知

识、个人防护指南等，引导群众
正确认识疾病、 科学自我防护。
要持续关注疫情后期的不同人
群心理健康，引导群众使用科学
的方法缓解焦虑、紧张等不良情
绪。 要广泛宣传个人卫生、饮食
卫生、环境卫生和厕所卫生等知
识，增强群众卫生意识，养成良
好习惯，革除不文明、不卫生的
陋习，特别是要坚决杜绝食用野
生动物的陋习。

要宣传推广合理膳食知识、
科学健身方法， 普及宣传烟草危
害，传播自尊自信、乐观向上的现
代文明理念和心理健康知识，强
化“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

任人”的理念，倡导群众养成文
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聚焦重点场所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
下，今年的爱卫月活动和以往相
比强化了哪些举措？ 部署了哪些
新的工作？

据全国爱卫办副主任、国家
卫生健康委规划司司长毛群安
介绍，今年爱国卫生月的活动策
划与前几年相比有一些特点，一
是把宣传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今年爱
国卫生月的一个重点内容。 爱国
体现的是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是
团结起来办大事的理念，爱国主
义精神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是针对环境的卫生整治，
这次更加突出了服务于传染病
防控。 强调要聚焦重点场所（比
如说企事业单位、社区、乡村、车
站码头、公共交通工具等）、关注
薄弱环节（比如老旧小区、 城中
村、城乡结合部、农贸市场、小餐
饮店等），也要针对南北方不同的
传染病流行特点， 组织开展有针
对性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为传
染病防控奠定良好的环境基础。

三是针对疫情防控中群众
特别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饮食
卫生习惯、和谐心态等开展更广
泛的健康科普和社会发动。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疫情发生以来，不少城市对
一些小区实行了封闭化管理，这
些小区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就
会积极投身于抗击疫情当中，这
是否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造成
一定的影响？ 目前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的进展如何？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
建设司副司长刘李峰介绍，截至
2019 年底，直辖市、省会城市、计
划单列市等 46 个重点城市生活
垃圾分类的居民小区覆盖率已经
接近 70%。其他地级以上城市，这
项工作也全面启动。 广东、浙江、
陕西等省按规划在全省统筹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的来看，生
活垃圾分类已经成为引领低碳生
活的新时尚。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是一项
以社区为主战场、以居民为主体
开展的工作。 疫情发生后，各地
利用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中储备的社区、党员、志愿者力
量，以及建立起的居民沟通议事
平台等宣传组织机制全力开展
疫情群防群控、 社区防控工作，
取得了积极效果。

当然，疫情的发生对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的推进也造成一定
的影响。 主要是生活垃圾分类的
入户宣传以及在小区内生活垃
圾投放环节的现场引导等工作
没有办法正常开展。

但是上海、 广州、 厦门、杭
州、宁波、苏州等一批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启动早的城市，群众工
作基础好，很多小区居民在疫情
期间，在没有现场引导、监管的
情况下，仍然能够自觉地定时定
点地分类投放垃圾。

上海市末端处理设施监测
数据也表明，第一季度厨余垃圾
处理量与疫情期间的常住人口
量是匹配的，进入处理设施的厨
余垃圾的纯度并没有下降，就是
说混入的其他垃圾并没有增加。

“我们相信，各地能够克服
疫情造成的影响，持续推进好生
活垃圾分类这项工作。 ”刘李峰
强调。

开展“无废城市”建设

“无废城市”是以新发展理
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
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
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
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
展模式。

据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
化学品司副司长周志强介绍，践
行绿色生活方式是“无废城市”
建设的重要任务，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通过发布绿色生活方
式指南，制定无废商圈、无废饭
店、无废公园、无废景区、无废学
校、无废机关等创建标准，引导
公众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践行简
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二是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
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 限制生

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袋、塑料餐具，推广使用可
循环利用物品，扩大可降解塑料
产品的应用范围。

三是全面推进快递包装绿
色治理，推动同城快递环境友好
型包装材料全面运用。

四是率先落实垃圾分类要
求，推动资源化利用。

五是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动
员各方参与， 促进各方从旁观
者、局外人、评论家转变为践行
绿色生活方式的宣传员、 参与
者、贡献者。 目前，开展试点的
11+5 个城市和地区正在按计划
推进。

全国医疗废物处置能力为
6074 吨/天

医疗废物处置关系到防控
病毒传播、避免二次污染和守住
安全防线， 目前全国医疗废物、
废水处置处理情况是什么样的？

据周志强介绍，目前，全国
医疗废物、医疗污水的处理处置
平稳有序，没有发现因疫情防控
影响环境安全的情况。 医疗废物
“应收尽收、应处尽处”，基本实
现“日产日清”。

截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全
国医疗废物处置能力为 6074 吨/
天， 相比疫情前的 4902.8 吨/天
提高了 23.9%。4 月 10 日，全国共
收集医疗废物 3701.8 吨，其中涉
疫情医疗废物 262.6 吨，占 7.1%。
当日全国集中处置医疗废物
3692.3 吨（另外有收集的 9.5 吨，
处置计入次日）， 平均负荷率为
60.8%， 涉疫情医疗废物得到全
部及时转运处置。

自 2020 年 1 月 20 日以来，
全国累计处置医疗废物是 25.2
万吨。 随着武汉市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好转，武汉市医疗废物的产
生量也已经从高峰的 247 吨/天
下降到 117 吨/天， 全国接收医
疗污水的 2029 座城镇污水处理
厂运行平稳，均严格落实了消毒
措施。

当前， 国际疫情正在快速蔓

延， 输入性风险持续增加。 下一
步，生态环境部将继续紧盯全国，
尤其是湖北、 武汉和疫情境外输
入高风险地区的医疗废物处置和
医疗污水处理， 做到监管服务全
覆盖、收集处理处置全落实。

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
控中，保持社会环境卫生和人民
的良好健康习惯都发挥了重要
作用， 同时也给大家敲响了警
钟。 在疫情过后，对于每个人而
言，应当把“疫”时形成的哪些习
惯长期坚持？

毛群安表示，这次新冠肺炎
疫情给大家都上了一堂深刻的
防疫课，也提示每个人从个人家
庭健康以及个人与社会环境的
角度，去重新审视每个人的健康
与责任。 防疫工作提示我们要重
视对传染病的认识和防病的意
识，在日常中要注意预防。 在疫
情防控的过程中，每个人要积极
参与，才能形成群防群控、联防
联控。 疫情之后，要注意养成良
好的习惯。

总结方方面面的意见建议，
首先需要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
比如集体就餐的时候，推广分餐
制，使用公筷、公勺，拒绝野味，
还有不吸烟、不劝酒、不浪费，在
饮食的过程中要坚持“三减”，减
盐、减油、减糖。

第二是要保持良好的行为
习惯，比如保持社交距离，科学
地戴口罩， 注意咳嗽的礼仪，保
持良好的心态等。

第三是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
惯，比如说正确的洗手，定期进行
家庭大扫除， 保持家庭居家环境
的整洁卫生， 同时积极参与单位
和社区的环境卫生整洁行动。

“希望通过这次的抗疫，我
们每个人都能够真正意识到自
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学会
关注自己的健康，更要懂得自觉
维护他人的健康，这些都是爱国
卫生运动始终所倡导的原则。 ”
毛群安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