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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泉：

贵州首次组建女子足球队参加全运会

生活垃圾有去处 变废为宝成资源

十四届全运会足球项目（U18 女）选拔赛在长顺举行
本报讯 2 月 19 日至 21 日，第十四届全运会贵州足球
队 U18 女足球队选拔赛在长顺县民族高级中学开展，此次
选拔由贵州省体育局委派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州体
育局） 和贵州省足球协会联合举办，通过选拔挑选优秀运
动员组建队伍，参加今年在西安举办的第十四届全运会足
球项目比赛。
据悉，本次选拔的女子 U18 参赛队伍是贵州省历史上
首次组建女子足球队前去参加全运会。这两天，记者走进
长顺县民族高级中学，足球场上，身着鲜艳球服的运动员
们在教练指导下开展热身后，根据自身情况投入到带球、
射门等专项技术动作训练中，在球场上来回穿梭，运动员
们年轻的脸庞洋溢着青春的笑容，教练们则在一旁细致观
察学员的各项技能水平。
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州体育局） 足球改革发展
办公室负责人邓春椿介绍说：“女队是 39 人进入选拔名
单，通过三天的选拔后，由教练组把选拔的情况结合队员
自身的情况，将确定最后的参赛名单，希望这些来自于全
省的队员们在接下来的训练、比赛中能够突破自己，最终
在全运会赛场上，赛出自己的水平，赛出我们贵州足球的
魅力。
”
本次选拔工作为期 3 天，选拔的对象主要是以近三年
省锦标赛、省足协相关赛事参赛队员、贵州足球俱乐部梯
队队员等符合参赛资格要求、基本技术扎实、运动成绩突
出等适龄运动员作为选拔对象。
贵州省参加全运会 U18 女足带队总教练陈震在现场一
边指导队员们训练一边说：“到全国运动会预赛阶段，我们
正常的备战期在一个多月，大约在 4 月份我们第一次代表
贵州队参加一个预赛，这次预赛，我们要面对全国各地更
强的队伍，一个是任务比较重要，在一方面就是觉得这帮
女孩子相当努力，对于她们来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可以展现她们自己的能力。
”
据了解，参加本次选拔赛的 39 名队员有来自长顺、六
盘水、贵阳等省内 13 个学校的优秀运动员，她们在场上积
极奔跑，认真拼抢，充分表现自己对足球运动的理解，以

最佳面貌展现自己的风采和实力。
程红霞是长顺县民族高级中学女足队员，这次能够进
入到选拔赛，有机会参加全国运动会，她感到很荣幸很激
动：“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选拔 （赛），心里面挺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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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很意外，压力也蛮大的，希望自己在这次比赛中能
够选得上，努力展示自己学到的技战术，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去拼搏。
”
（本报长顺记者站 罗远鹏 邓雪 摄影报道）

多彩寒假 快乐童年 个性成长

本报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
高，垃圾产量日益增多，每天源源不断产生的生活垃圾，已经成
为一个污染环境、影响生活的社会性问题。
近日，记者走进福泉海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看到来自福
泉、瓮安两地的生活垃圾运输车陆续开进厂区，
将收集的生活垃
圾运往生产区的储坑进行卸料。
据公司负责人介绍，
刚运进来的垃圾含水量大，
不能直接放
到焚烧炉，
要先在储坑内进行 3 至 5 天干燥发酵后，
再进行焚烧，
发酵产生的垃圾渗滤液通过渗滤液泵送至渗滤液处理厂处理。
在生产区六楼吊控室，
操作员徐青青通过不断操作抓斗，
在
近 1 万立方米的垃圾储坑里，一边将坑里形形色色的垃圾进行
搅拌滤除污水，
一边将发酵好的垃圾抓到焚烧炉喂料口，
电子屏
实时显示着各类污染物排放指标。徐青青介绍道：
“ 大概每隔
20 分钟左右，我投一次料，保证机组正常运行，我每天工作 8 小
时，
我们是 4 班 3 倒，
每天操作次数大概是在 190 次左右。
”
福泉海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8 年底正式入驻福泉，公
司项目建设分为两期实施，项目计划总投资 3 亿元，一期项目已
于 2019 年 12 月开始收储生活垃圾，2020 年 1 月正式并网发电。
二期项目投产运营后，公司配置 2 台 300 吨/天的焚烧炉和 2 台
余热锅炉以及 2 台 6 兆瓦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
采用领先的城市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技术，
垃圾无需分拣、破碎，
燃烧充分，
灰渣产
生量少，发电量高。同时，厂房实行封闭式设计，臭气作为助燃
气体使用，
采用机械炉排焚烧炉、中温中压余热锅炉和先进的烟
气净化工艺，二噁英等主要环保排放指标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执
行，
真正实现了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处理。
公司生产运行处处长徐炽江说：
“目前一期建设完成以后主
要处理的就是福泉和瓮安包括他们周边乡镇垃圾，二期投产建
设完成以后，
把龙里垃圾也拉过来。
”
垃圾焚烧，如何做到“吃干榨尽”，垃圾焚烧产生的炉渣，炉
渣筛选出重金属、贵重金属等，回收给其他厂家再利用；燃烧不
充分的剩余物可用于制作草皮砖、修柏油路水稳层的材料；
垃圾
焚烧产生的热能转化为电能则直接并网发电。经过一系列处理
后，福泉、瓮安两地的城乡生活垃圾被“吃干榨尽”后变废为宝，
改变了传统的垃圾填埋方式带来的环境污染，提高了人居环境
生活质量。
徐炽江介绍：
“垃圾发电这一块，相当于我们说的生活垃圾
处理，
实际上是属于比较好的一种环保产业，
而且现在国家也在
大力的支持，而且也是在推广，之前是放填埋场，存放在那个地
方，它是靠自然去腐蚀，这样肯定很慢，在我们这里基本上属于
吃干榨尽。
”
截至 2020 年底，福泉海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累计接收并处
理 福 泉 、瓮 安 两 地 城 乡 生 活 垃 圾 共 14.32 万 吨 ，累 计 发 电 量
4161.44 万度，累计上网电量 3400.77 万度。二期项目建成后，日
处理垃圾可达 600 吨，年处理垃圾 22 万吨，年发电量 8820 万度，
年上网电量 7232 万度。真正实现垃圾变废为宝、资源再利用。
（李正芳 范凯慧）

本报记者 丁昌忠 摄影报道

纳傍村409户村民喜分100万元“红股”
滑轮上的多彩寒假。
滑轮上的多彩寒假
。
春在无数的轮回中从未见衰老，永远是花红柳绿，生
机盎然。季节的手笔，在天地间划出一条绝妙的边界，用
黄金分割的自然法则，排列时空密码，把又一个春暖花开
的美好时节送回到人间。
寒假临近尾声，在初春的暖阳下，一群孩子正在都匀
市水上体育中心的足球场上你争我夺，开心地比着力量、
赛着速度、注意配合、交流友谊……滚圆的足球，成了他们
在这个寒假最美的寄托和有益的滋补。
据了解，这只是孩子们在寒假参与社会实践的一个片
段。今年寒假开始，都匀市各小学为使孩子们度过一个快
乐、安全的寒假，家校携手，共同呵护孩子的成长，请家长
配合督促孩子合理安排假期生活，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引导孩子合理安排假期学习、体育锻炼、实践活动、户
外活动等，注意劳逸结合，保证充足睡眠，提高身体免疫
力。为此有针对性地布置了综合实践作业，
主要包括：
一，志愿服务·讲奉献，让孩子们充分利用寒假时间，
在家长的陪同下，积极开展保护环境、公益宣传等志愿者
活动，
增强孩子的社会责任感。
二，感恩体验·立品德，引导孩子们帮做力所能及的家
务劳动，让孩子在劳动中了解父母的辛劳，从而感谢父母
的养育之恩，学会尊重父母，以此来树立学生的家庭责任
意识。
三，民俗传承·中国年，引导孩子过有“年味”的中国
年。可以在家和父母大扫除、备年货、写春联、剪窗花，也
可以和父母一起制作团圆饭、拜年送祝福，还可以参加民
俗展示、灯谜灯会和书法棋艺等生动有趣的年俗活动，传
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四，健康寒假·勤锻炼，寒假中宅在家里看电视、玩各

磨刀不误砍柴工，
磨刀不误砍柴工
，
踢足球锻炼好身体，
踢足球锻炼好身体
，
学习更加来劲。
学习更加来劲
。
类电子产品，既影响视力也不利于健康成长。提倡家长陪
伴和指导孩子每日锻炼一小时，做好相应的记录，进一步
提升体质健康水平。可以进行踢足球、打篮球、跳绳、跑
步、乒乓球及跆拳道等多种形式的体育锻炼。
这样的综合实践作业，既满足了孩子们的天性，又把
平时被占用的体育等功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为素质

教育进行了有益补充。
有道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经过这个充实、有益、安
全、快乐、多彩的寒假历练，孩子们获得了更多更好的个性
成长，为新学期作好了各方面的准备。犹如春风吹拂的大
地，
才有资格见证春光、春阳、春雨、春耕、春种。

本报讯 近日，长顺县代化镇纳傍村的村民们收到了“压岁
钱”
——共享 100 万元分红股金，
体验了一把小孩才有的喜悦。
在纳傍村召开的 2020 年度“红股”现场分红大会上，13 个村
民组、2 个五星文明示范寨、10 户七好文明家庭户、10 户三类最
美纳傍人、优秀组管委等依次上台领取分红股金，现场掌声不
断，
村民们纷纷表示实行分红让每个人能够共享发展成果，
更加
有发展动力，
来年会更加积极参与进来。
长顺县代化镇纳傍村第一书记寇永华介绍：
“我们分红是从
在 2018 年开始实施，然后一步步的完善，在 2020 年初，我们又重
新制定了我们的股权设置方案，进一步的完善我们股权这一块
的均衡，能够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我们村的村集体经济带来的
红利。
”
纳傍村村民杜成兴在村里一开始实行“红股”模式时，就把
自家的 10 亩土地都流转给村集体发展产业，今年已经是第三次
参加分红，他开心地说：
“ 我家总的 10 亩地分红分到 1700 多块
钱，
加上土地流转费 3000 快，
比以前我种玉米划算了几倍。
”
近年来，纳傍村以“村社合一”为载体，成立股份经济合作
社，重点发展生猪、绿壳蛋鸡、水产养殖、构树种植等产业，推行
“红股”利益连接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精准配置股权、合理分
配股份，实现户户有“红股”、人人是股东，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资
金要素，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生态增值，
让“红股”利益惠及
全村百姓，2020 年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145 万元，其中 100 万元
用作分红股金。
（邓雪 摄影报道）

州委老干局机关党支部

情系困难群众 走基层送温暖

文峰公园的沙滩，
文峰公园的沙滩
，
是孩子们在城市中难得的露天乐园。
是孩子们在城市中难得的露天乐园
。

你争我夺的篮球赛，
你争我夺的篮球赛
，是许多孩子在寒假的标配
是许多孩子在寒假的标配。
。

本报讯 近日，州委老干局机关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到龙
里县洗马镇哪嗙社区开展“情暖困难群众·走基层送温暖”主题
党日活动，
让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此次慰问，共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10 户，党支部一行分 3 个慰
问组，
深入到困难群众家中，
与他们促膝畅谈，
了解他们的困难，
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家庭状况和收入情况，
并送上节日慰问金
和慰问品。同时，
向他们宣传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
鼓励他们克
服眼前困难，
振奋精神，
积极面对，
奋力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罗健 本报记者 石学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