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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完车，车内要15分钟
蒸汽消杀才能离开

2 月 7 日下午，顶端新
闻·大河报记者在郑东新区
一家汽车维修企业看到，车
主驾车进入大门时，会有专
人对驾驶员或相关人员扫码
登记、测量体温，并对车辆轮
胎、外观等处进行简单消毒。

该汽车维修企业经理于
彪介绍，车辆进入厂区后的
消毒防疫，主要围绕车与人
两条轴线进行。对于车辆驾
驶人员，进入厂区需要扫码
登记、测温，佩戴口罩。对于
人流量较大的客户休息区，
有工作人员进行每天不低于
3次的消杀作业。

在车辆消杀方面，每辆
进入厂区的车辆，工作人员
在作业前，需对车辆外观以
及门把手、方向盘、挡杆等重
点部位进行一遍消杀，作业
完成后要对车辆内进行一次
不低于 15 分钟的蒸汽消
杀。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名
工作人员正在对一辆维修完
成的汽车进行蒸汽消杀。其
中，汽车侧车窗玻璃半打开，
一台1米高的蒸汽消毒机上
伸出一根长管子，从半开的
车窗插入车内，车窗上盖上

一条长毛巾，车内全是雾蒙
蒙的蒸汽。于彪说，蒸汽消
杀采用的是纳米杀菌净味
剂，对汽车零部件不会有任
何损伤，同时蒸汽可对车厢
内每个角落起到杀菌作用，
消杀效果极佳。而上述消杀
工作，工作人员均须戴上医
用橡胶手套进行。

针对汽车配件的管理，
同样需要在进厂前和使用前
分别做一次消毒处理。因一
些豪华进口车，部分零部件
需国外进口，这些零部件该
如何做好防疫呢？于彪表
示，对于国外进口的零部件，
在北京、杭州两地，总部各设
了一个临时中转仓。在严格
执行入关消杀等措施后，零
部件在中转仓再次进行消
杀、存放14天，才能进入郑
州。因此，车主不必过于担
心。

另外，于彪提醒，车辆的
空气滤清器和空调滤清器与
人使用的口罩有相同之处，
主要是阻挡并过滤车辆内外
部空气中的灰尘、花粉、颗粒
等固体杂质，是汽车上最有
可能聚集附着病毒的区域。
他建议，在疫情未得到有效
控制前，大家不要触碰和维
修空气滤清器和空调滤清

器，待疫情平稳控制，再更换
上述两个部件，确需维修空
气滤清器和空调滤清器的，
先进行消毒，并穿戴防护眼
镜和医用橡胶手套进行维
修。

今年春节，郑州700多
家维修企业“不打烊”

郑州市机动车维修业服
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峥介
绍，据统计，目前郑州市现有
机动车维修企业3513家，承
担郑州市近五百万辆机动车
的维修保养任务。

今年春节，机动车维修
店是否会放假关门？张峥表
示，根据统计，今年春节，有
700多家机动车维修企业正
常营业。其中，一类维修企
业规模较大，春节期间不关
门歇业，针对整车维修、维修
救援等工作会安排专人值
班。二类维修企业中约有一
半在春节期间不打烊，坚守
岗位为车主服务。三类企业
多是规模较小的洗车、装饰
店，这类企业自主性强，多数
会关门。因此，他提醒，若是
洗车、装饰的车主，最好在春
节之前完成洗车、装饰。

本报讯 家里的旧沙发
不想要了，扔到楼下的垃圾
箱旁边，物业公司要求业主
掏 100 元的清运费。前几
天，郑州市民刘先生遭遇了
这么一件事，让他很生气。

刘先生住在郑州市农业
南路与康宁街附近某居民小
区。今年2月6日，刘先生想
把家里的一台旧沙发淘汰
掉，他和家人一起把旧沙发
抬到楼下，放到了垃圾箱旁
边。

过了半天，刘先生突然
接到了小区物业的电话，电
话中，物业工作人员称，他们
通过调取监控，发现刘先生
扔了一个旧沙发。因为这是
大件垃圾，小区的垃圾清运
车不负责拉，物业还得另外
找人清运，会产生大概100
块钱的费用，需要刘先生来
承担。

刘先生表示了拒绝。他
认为，自己每个月都交有物
业费，物业费中包含了垃圾
清运费，所以物业公司有义
务处理这件垃圾，自己不应
该再出这笔费用。

经过双方协调后，物业
最终同意自行处理刘先生扔
弃的旧沙发，但又表示仅此
一次，下不为例。

刘先生不知道的是，早
在2019年7月，郑州市就出
台了《郑州市大件垃圾回收
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明
确：郑州市民对废旧家具要
定点投放，其中大件家具由
专业机构上门回收，市民不

用掏钱。
在《郑州市大件垃圾回

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中，大
件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产
生的重量超过5千克，或者
体积超过0.2立方米，或者长
度超过1米，且整体性强、需
拆解处理的废旧家具及其他
大件垃圾。其中，工业生产
活动中产生的大件垃圾、废
旧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的处
理不适用本办法。

上述办法要求，县(市、
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辖区大件垃圾收集方案
的制定、专项收运队伍的组
建、收运车辆和工作人员的
配置，公布预约方式及电
话。街道办事处负责督导住
宅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
责任人(物业企业)设置大件
垃圾投放点，原则上每个住
宅区应当设置1个大件垃圾
投放点，因客观条件限制无
法设置大件垃圾投放点的，
由社区工作站或者街道办事
处集中设置。

郑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以
下简称郑州市分类办)负责
人也介绍说，居民如果有大
件垃圾扔弃，应当投放至大
件垃圾投放点或生活垃圾分
拣中心，如果小区里没有设
置投放点，可以电话预约专
业的清运队伍上门回收。上
门预约回收产生的费用是由
政府承担的，不需要市民支
付。

今年春节，郑州有700多家机动车维修企业照常营业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田育臣 实习生 郑浩然 文图

今年春节，受
疫情影响，不少市
民响应号召选择
留郑过年，因此，
也会有不少市民
会驾车到周边游
玩。那么，春节期
间，郑州机动车维
修 企 业 是 否 上
班？他们的疫情
防控工作又做得
咋样？2月7日下
午，顶端新闻·大
河报记者针对此
问题进行了探访。

搬不动，大件垃圾怎么扔？
记住这些电话，可以免费预约上门回收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丁丰林

郑州市分类办负责人介绍说，目前郑州市内各区都有专
门的大件垃圾清运队伍，每个区都有预约上门回收的电话，不
过需要注意的是，上门回收需要提前预约时间，而不是说，你
随时一扔，清运队伍就要立刻过去拉。另外，大件垃圾也需要
居民自行运到楼下，如果因搬运下楼产生费用，则需要居民自
己承担。

各区收运电话请记好，上门回收需要提前预约

区（管委会）

二七区
中原区
金水区

惠济区

管城区
郑东新区
经开区
高新区
航空港区

废纺收运电话
13903862691
13837180576
文化路以西13323867839
文化路以东15039623999
13938406867
15039623999
0371-65331127/58576881
13903862691
0371-55051909
0371-55372015/18638152950
17537137270

大件收运电话
13733892380
55613118
58576881

18203992166
18239534965
0371-58576881
0371-60111006
0371-55051909
0371-66910111
17537137270

当爱车遇上“过节综合征”，别怕！

本报讯 根据客流变化，
郑州地铁集团公司决定，自2
月7日起，郑州地铁5号线高
峰期行车间隔由4分30秒压
缩至4分，适当加大1号线、4
号线、5号线工作日平峰期与
周末行车间隔，高峰期间隔
时间不变，1号线间隔约为3
分钟，4号线间隔约为 6分
钟。

结合春节假期客流特

点，2月 11日~16日郑州地
铁运营线路行车间隔将调整
为约15分钟。郑州地铁还
将密切关注客流情况，动态
调整线网行车间隔。

春节期间，郑州地铁将
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全力保障乘客出行安全，
做 到 乘 客 进 站 体 温 检 测
100%，乘客进站佩戴口罩
100%，车站消毒消杀100%

和防疫物资供应储备100%，
为乘客打造健康、卫生的乘
车环境。

郑州地铁将加强对列车
和客运服务设施的维护力
度，确保设备状态良好。严
格按照“三逢原则”进行安全
检查，增加站厅、站台及出入
口的安全巡逻频次，加大对
出入口、卫生间等重点区域
的巡查力度。

春节临近，
郑州地铁调整部分线路行车间隔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周广现

各区大件垃圾预约回收的电话：

蒸汽可对车厢内每个角落起到杀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