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 市情

AⅢ·02

2016 年 10 月 25 日 责编 程永兵 美编 孟萌 邮箱 dhblcxw@126.com

郑州市公开征求意见，拟将餐厨废弃物全方位纳入监管——

防控餐厨废弃物炼成地沟油
民生提醒

□记者 王磊 文 王亚鸽 摄影

停水信息

阅读提示 | 农用三轮车拉着几个泔水
桶满街跑的场景，或将在郑州成为历
史。昨天，记者从郑州市政府获悉，郑
州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运送餐厨废弃
物实施特许经营。此外，餐厨废弃物收
集运输单位车辆要统一标识，擅自从事
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置活动，最高
罚款 5 万元。
您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前通过下列方式反馈。
传
真：0371－67446680
电子信箱：lifazhengqiuyijian@
126.com
通讯地址：郑州市中原西路 233 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法规处 邮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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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方今起停水
看看有你家没
□记者 贺笑天
本报讯 昨天，大河报记者从郑州自来水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获悉，为配合农业路施工需对供水管网
进行改迁，拟于 10 月 25 日 9:00 至 10 月 27 日 21:00
对东三街（农业路—优胜北路）、南阳路（岗杜街—金
水路）、劳卫路、石桥东里实施停水。届时，金水路以
北、南阳路以东及施工区域附近可能会出现降压供
水。请以上区域用户做好储水准备，市民如有疑问，
可拨打供水热线 67680000 咨询。
夜晚，一辆农用三轮车靠在街边收集泔水。

运送

实施特许经营

周先生是郑州一家大型连锁饭
店老板。他注意到，郑州每天一到傍
晚，就有数不清的农用三轮车拉着几
个泔水桶跑在大街小巷。
“ 郑州饭店
产生的餐厨废弃物很多，但是多数都
被这些‘游击队’承包了。有时候，他
们还会给饭店的后厨偷偷塞红包。”
这些餐厨废弃物去了哪里？是
不是做成地沟油了？这让周先生感
到非常纠结。

收集

日内将餐厨废弃物运送至处置场地。
“工作人员统一着装，如实填写
收集运输单据，及时记录台账。同
时，收集运输车辆统一标识，安装装
卸计量系统、行驶记录仪或者卫星定
位装置。”这位工作人员说，运输过程
全密闭，
不得滴漏、洒落餐厨废弃物。
据介绍，市、县（市）、上街区市容

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有关部门通过公开招标等公平竞争
方式确定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单位
和餐厨废弃物处置单位，核发餐厨废
弃物服务许可证，
并向社会公布。
值得关注的是，擅自从事餐厨废
弃物收集、运输、处置活动的，处以五
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处置结果等事项，每月 10 日前将上
月登记簿报送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
为了从源头防控，征求意见稿
特意明确，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应
当与取得餐厨废弃物服务许可的单
位签订书面收集协议，明确收集时
间、地点、频率等内容。如果餐厨废
弃物产生单位违反此规定，将被处

以二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是啥？老
百姓家的剩饭剩菜，也需要集中回
收处理吗？昨天，郑州市政府有关
部门负责人说，餐厨废弃物产生单
位是指餐饮服务、单位供餐、食品生
产加工等单位或者个人，不包括居
民家庭。

收集、运输和处置由市、县（市）、区
财政予以适当补贴，并纳入同级政
府财政预算。
餐厨废弃物裸露存放？和其他
垃圾混放？这些现在看似司空见惯
的现象，
将被禁止。
根据征求意见稿，在餐厨废弃
物的产生、收集、运输、处置过程中，

不得将餐厨废弃物裸露存放，或者
混入其他垃圾存放、收运、处置，不
得将餐厨废弃物随意倾倒、堆放，或
者排放到雨（污）水管道、沟渠等公
共设施。同时，也不允许将废弃食
用油脂等餐厨废弃物或者其加工产
品用于食品或者食用油的加工、销
售。

老百姓可举报违法行为

老百姓饭桌上的安全，是天大
的事儿。但是出了事儿，又容易出
现各部门推诿的情况。
今后，这个规矩要改改了。根
据征求意见稿中的职责分工，市容
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农业（畜牧）行政主管部门、
商务部门、公安机关将各司其职，各
部门的职责非常清晰。
另外，根据征求意见稿，郑州市
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餐
厨废弃物管理的投诉举报制度，公

多条路近期
“手术”
均为夜间施工
□记者 贺笑天
本报讯 昨天，大河报记者从郑州市市政工程管
理处获悉，按照 2016 年道路中修计划，从 24 日晚间
开始，
对市区多条道路进行维修。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施工安排，近期每天晚
上将施工作业面 10 个左右，采取分路段、分区域的方
式进行。施工时间计划为每晚 10 时至次日凌晨 6
时。至于工程完工时间，上述负责人称，主要看天
气。其中，中原路下穿京广铁路地下通道施工会在
11 月 20 日结束。”
按照施工计划，施工的道路及路段包括：
1．
东风路（南阳路—文化路）
2．金水路（英协路—中州大道立交、大石桥—高
阳桥）
3．
紫荆山路（商城路—东大街）
4．花园路（广电南路—北三环、农业路—黄河
路）
5．
桐柏路（农业路—中原路、
航海路—洛河路）
6．
未来路（航海路—陇海路）
7．
黄河路（文化路—健康路）
8．
纬五路（花园路—经八路）
9．
天明路（群英路—农业路）
封闭路段情况：半幅施工，
半幅保通
10．
中原路（中原路下穿京广铁路地下通道）
封闭路段情况：交替封 2 洞，
留 3 洞保障通行

施工进展

东三环跨金水东路
钢箱梁合龙

收集、
运输企业有补贴

为啥饭店宁愿把餐厨废弃物给
开着“农用车”的人？因为有利益驱
动。据郑州一家从事餐厨垃圾收集
行业的公司经理介绍，正规的餐厨
废弃物收集、运输企业成本太高，很
多企业都干不下去了。
郑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工作人员
说，征求意见稿明确，餐厨废弃物的

监督

营。换言之，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从事餐厨废弃物的收集、运
输和处置活动。
申请从事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
活动的企业，必须符合相应的安全、
环保和卫生等方面的条件。这意味
着，一个三轮车载着几个泔水桶满街
跑的场景或将一去不复返。

去哪儿了将有记录可查

据业内人士介绍，郑州目前每
天 产 生 的 餐 厨 废 弃 物 约 560 吨 到
570 吨。如何避免这些餐厨废弃物
被炼成地沟油重回餐桌？
郑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工作人员
说，郑州餐厨废弃物的产生单位和
收集、运输、处置单位应当分别建立
登记簿，及时、完整地记录餐厨废弃
物的种类、数量、去向、收送情况和

成本

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正规的餐
厨废弃物公司，却面临收不上餐厨废
弃物的尴尬。郑州环瑞油脂有限公
司也面临原材料不足问题。该公司
审批的年生产能力是 7000 吨，但现
在每天的生产量只有 3 到 5 吨。
这一困境，或将成为历史。
郑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工作人员
说，根据征求意见稿，郑州餐厨废弃
物的收集、运输和处置将实行特许经

运输单位车辆统一标识

根据征求意见稿，餐厨废弃物实
行统一收集运输、规模化集中定点处
置。
今后郑州餐厨垃圾咋收集？郑
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说，餐厨
废弃物收集运输单位应按照特许经
营协议和收集协议，及时收集餐厨废
弃物，每日至少收集一次，在收集当

去向

道路隔离

布投诉举报渠道，依法及时查处餐
厨废弃物违法行为。
据介绍，郑州市容和环境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行政主管
部门将餐厨废弃物管理情况纳入本
系统诚信体系建设，并定期向社会
公布。

□记者 蔡君彦 通讯员 胡翔
本报讯 10 月 23 日深夜 11 点半，郑州市东三环
（107 辅道）快速化工程（北三环-南三环段）高架主线
桥梁施工，迎来控制性节点，随着最后一块钢箱梁块
体吊装完毕，作为全线标志性工程的东三环（107 辅
道）上跨金水东路钢箱梁如期顺利合龙。
这一钢箱梁合龙后，接下来将进行焊接、桥面护
栏及钢箱梁桥面铺装等工作。东三环（107 辅道）快
速化工程（北三环-南三环段）高架主线桥梁施工，也
开始全面冲刺，确保实现北三环至南三环段高架主线
元旦前通车。
在郑州市大“井+环”形快速路网系统中，环形为
西三环、南三环、北三环和东三环(107 辅道)高架组成
的围合状。目前，三环快速路的南、北、西 3 个方向已
基本建成通车，作为郑州市快速路网系统的最后一
笔，东三环(107 辅道)快速化工程于今年 2 月 25 日开
工，待实现北三环至南三环段高架主线通车后，郑州
“三环圈”
也将
“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