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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工作
据《新疆日报》消息 （全媒
体记者 石鑫 实习生 江祎瑶）
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生态
环境厅联合印发《进一步加强
塑料污染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明确，到 2020 年底率先在部分
地区、部分领域禁止、限制部分
塑 料 制 品 的 生 产 、销 售 和 使
用。2022 年，全区塑料废弃物
资源化能源化利用比例大幅提
升，推广国家确定的塑料减量
和绿色物流模式。2025 年，基
本形成塑料污染多元共治体

系，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实施方案》提出，禁止生
产和销售部分塑料制品。2020
年 底 严格执行《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等产业政策，禁止生
产和销售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
超薄塑料购物袋、厚度小于 0.01
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禁止
以医疗废物为原料制造塑料制
品。全面禁止废塑料进口。
针对不可降解塑料袋，
《实
施方案》明确，要进一步推进消
费减量化行动，到 2020 年底，乌

鲁木齐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
药店、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打
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集
贸市场规范和限制使用不可降
解塑料袋；到 2022 年底，实施范
围扩大至全部地级以上城市建
成区。
针对一次性塑料餐具，
《实
施方案》明确，2020 年底前，全
区范围内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
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各设
区市建成区、景区景点的餐饮

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
一次性塑料餐具；到 2022 年底，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
餐具实施范围扩大至县城建成
区 、景 区 景 点 的 餐 饮 堂 食 服
务。全区星级宾馆、酒店等场
所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
品。到 2025 年底，各设区市餐
饮外卖领域不可降解一次性塑
料 餐 具 消 耗 强 度 下 降 30% ；全
区所有宾馆、酒店、民宿均不再
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推广

应用替代产品和模式。鼓励商
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通
过设置自助式、智慧化、共享式
等环保、可重复使用的购物袋
取代或租用装置等形式，引导
和推广使用环保布袋、纸袋等
非塑料制品和可降解购物袋。
鼓励塑料制品生产、销售、使用
企业积极创建绿色供应链，引
导和支持企业开展重点领域新
产品新模式规模化应用。同时
提出，要规范塑料废弃物回收
利用和处置。

乌鲁木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今日开放
9 月 14 日，记者从新疆机场
集团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
了解到，根据机场实际运营情
况，目前使用 T3 航站楼的乌鲁
木齐航空 UQ、天津航空 GS、长
安航空 9H、福州航空 FU、首都

据天山网讯 （记者 郭玲 通
讯员路 珊珊） 随着乌鲁木齐国
际机场航班量的逐步增加，根据
机场实际运营情况，9 月 16 日清
晨 5 时，
T2 航站楼开放运营，
9家
航空公司搬至T2航站楼运营。

航空 JD、桂林航空 GT、西部航
空 PN、金鹏航空 Y8、祥鹏航空
8L 将于 9 月 16 日清晨 5 时搬至
T2 航站楼运营。
届 时 ，T2 航 站 楼 21-32 号
值机柜台均可办理以上 9 家航

空公司的乘机手续，其中 21 号
值机柜台可办理头等舱、商务
舱、金、银卡旅客乘机手续，32
号值机柜台可办理老、弱、病、
残、孕等特殊旅客乘机手续。
乌鲁木齐国际机场提示，旅

客在排队办理手续时，需提前准
备好乘机证件、畅行码，看管好
行李和小孩、正确佩戴口罩并保
持一米间隔距离。如对乘机有
任何疑问，可致电乌鲁木齐国际
机场客户服务专线 0991-96556。

朝阳街道为社区干部注入心理“润滑剂”
“
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一样
重要。我们基层社区干部每天接
触的居民非常多，处理的事情也
很多。街道组织开展情绪疏导和
心理减压活动真的太及时了，心
情舒畅了，工作的干劲更足了。”
丰源社区工作人员小婷说。
9 月 11 日下午，库尔勒市
朝阳街道联合新疆睿航惠能心
理咨询有限公司在丰源社区为
基层社区干部们开展了情绪管
理和心理减压公益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 心理咨询老师向大
家介绍了正确的心理健康观
念， 讲解了负面情绪的危害及

如何消除负面情绪等众多心理
学知识，并通过小组互动、场景
模拟等方式为参与活动的社区
干部分享疏解心理压力和情绪
管理的有效经验方法。 参与活
动的社区干部纷纷表示， 掌握
情绪管理和心理减压知识，对
社区干部帮助很大， 他们将带
着这份关爱，继续发挥好“排头
兵”的作用，以积极、阳光的工
作状态更好地服务、 守护社区
居民。
朝阳街道党工委书记薛惠
敏说，社区作为基层组织承担
了越来越多的职能，社区干部

的工作细碎繁杂，关注和加强
基层社区干部心理健康工作
很有必要， 高质量地服务居
民，传递健康快乐的情绪。 今
后社区将把心理咨询活动列
入常态化工作议程，帮助工作
人员调整心态，更好的处理生
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达到
愉悦身心、 健康工作的目的。
与此同时，该街道党工委积极
发挥引领作用，把社会心理服
务工作融入基层、 服务居民，
汇集社会各方力量实现服务
效益的最大化。
（文、图 / 唐焱）

9 月 11 日， 库尔勒市朝阳街道联合新疆睿航惠能心理咨询有
限公司在丰源社区为基层社区干部们开展了情绪管理和心理减压
公益服务活动。

“超级幸运”奖金翻倍 彩民中 1 万元得 2 万元

中国福利彩票
http:www.xjflcp.com

彩民王先生在阿勒泰地区
北屯市 65430119 投注站购买
刮刮乐“超级幸运”喜中 1 万元
四等奖， 由于该票正在派奖期
间， 所以王先生又能够得到一
份 1 万元的奖金， 共计收获奖
金 2 万元。
王先生是刮刮乐的“铁粉

儿”,购彩多年最喜欢的就属即
开型彩票， 他对刮刮乐的新票
尤为青睐，只要有新票上市，王
先生一定会去福彩销售站买上
几张。 前些日子， 王先生看到
福彩 65430119 投注站张贴的
刮刮乐“超级幸运”5000 万元
派奖活动宣传海报，一下来了

兴趣， 他便主动跟销售员了解
起活动的具体规则。
6 月 16 日，王先生来投注
站购买刮刮乐“超级幸运”刮起
来， 这一刮， 让王先生惊喜万
分，反复核对好几遍彩票后，最
终确定自己中得了 1 万元奖
金，对活动规则有所了解的王

先生同时也知道自己还可以获
得 1 万元的派奖奖金， 总奖金
合计 2 万元，特别开心。
次日， 来到福彩中心兑
奖，王先生笑着说：“刮刮乐彩
票即开即中，简单有趣，票种
也很丰富， 经常有新票上市。
我平常就喜欢‘尝鲜’，所以非

常喜欢刮刮乐的各款新票。 中
奖了当然高兴，不中奖也没关
系， 本来中奖就是随机的事，
我买彩票除了喜欢，也是想通
过这种方式奉献一份自己的
爱心。 ”
（魏嘉镁）

看好豹子号精准倍投 彩民喜中 5.2 万元奖金
5 月 23 日，福彩 3D 游戏
第 2020096 期开奖， 当期开出
豹子号 666， 这个号码是本年
度首次开出。 来阿克苏市不久
的王先生凭借 50 倍单选的精
准倍投，喜获 5.2 万元奖金。 王
先生介绍说， 自己平时最喜欢
玩的就是福彩 3D 游戏， 因为

在喀什地区巴楚县做生意，需
要经常来阿克苏市办事， 工作
之余王先生偶尔会在阿克苏市
购彩和兑奖。
5 月 23 日晚上，王先生前
往 65453114 投 注 站 看 3D 号
码，观察了一会儿号码走势，就
敲定了 222、666 两注豹子号。

王先生选的这两注豹子号有一
段时间没出过了， 他在年初看
走势图时就选定了这两注号
码， 追了一段时间后认为短期
内不会出了就停了一段时间，
直到 5 月份才又开始追。
当晚购彩时， 王先生突然
感觉豹子号会出， 于是就将两

注豹子号投注了 50 倍。他的预
感果然很准， 第二天 3D 游戏
的开奖号码就是很久没出的豹
子号 666， 这让王先生一举收
获 50 注单选奖， 共获奖金 5.2
万元。
王先生领奖时说：“我平时
比较忙，其他玩法选号多，研究

起来不方便， 福彩 3D 游戏只
是在 0 至 9 这些号码里选，比
较简单， 所以平时没事我就会
拿出手机来刷 3D 走势图，研
究冷热、 和值、 跨度加灵感投
注，这就是我玩 3D 的秘诀！ ”
（樊艳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