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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风生

限塑令升级，你准备好了吗？
社会视点

现场目击 来函照登舆情反馈

□潘铎印

数字技术、智能应用改变了

我们生活，特别是疫情防控之下，

更为这一趋势按下加速键。但与

之相伴而来的是，部分老龄群体

却面临“数字鸿沟”的难题。

部 分 老 年 人 难 以 适 应 智 能

化 、数 字 化 生 活 。 今 年 以 来 ，因

疫 情 防 控 所 需 ，社 会 治 理 、公 共

服务的数字化程度加速提升，从

公 共 交 通 到 餐 饮 消 费 等 日 常 生

活的诸多领域，都让智能手机成

为必不可少的服务工具，一些老

年 人 由 于 不 会 熟 练 使 用 智 能 手

机 ，导 致 无 健 康 码 而 乘 地 铁 受

阻、看病不会用手机预约而难以

挂号等。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 6月，我国

网民规模达到 9.4 亿人，互联网普

及率达 67%，但 60 岁及以上网民

占比仅为 10.3%；同时，根据国家

统计局的数据，2019 年底，我国 60

岁 以 上 人 口 已 达 2.54 亿 。 换 言

之，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需要解

决“数字鸿沟”带来的困扰，期望

走出“数字鸿沟”的窘境。

填平老年人的“数字鸿沟”,公

共服务提供者以及服务对象中包

含老年群体的企业、商家，都应当

保留现金支付及线下办理渠道，

交通、银行、医院、商场等公共场

所，应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信息

引导和人工帮助，建立无码通道，

消除老龄群体参与家庭、社区、社

会生活的种种障碍。

填平老年人的“数字鸿沟”，

政府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为老

年人在数字化社会生活中提供帮

助。编制应对人口老龄化规划、

出台养老服务政策时，充分考虑

老年群体需求，坚持适老化原则，

引导市场主体提高涉老智能产品

的适老性，满足老年人在出行、就

医、预约服务、线上消费等方面的

需要。多渠道、多形式为老年人

普及网络知识，指导老年人使用

智能手机、信息平台，让老年人在

潜移默化中提升数字技术素养，

克服不会用、不敢用、不能用的智

能技术困难。

一个文明的社会是对老年人

充满温情和善意的社会。全社会

应关注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

提 高 为 老 年 人 服 务 的 人 性 化 程

度，从实际出发，从细节入手，让

老年人共享“数字红利”。3

我叫罗雪粉，今年 60岁。 从 2004年开始，
我一直在洛阳市王城大道段从事道路清扫工作。
刚开始干的时候，洛龙区环卫局与我签订了三年
用工合同，签字后即收走了合同，没有给我留底，
后来便没有再与我续签合同，但是一直用工，按时
发放工资。

每天，我早上班、晚下班，起早贪黑，可以这样
说，几乎没有节假日。在长达数公里的道路上，任
劳任怨工作，冬天冒严寒铲雪，夏天顶烈日打扫，
常年坚守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因为吃苦耐劳，踏
实肯干，曾被评为先进个人。可是，由于长期超
时、超限工作，积劳成疾，导致我每天晚上不能很
好入睡，造成高血压、咳嗽等职业病，每年都要住
院输液治疗。

2019年 7月，我正在上班时，负责带班的队
长对我说：上边说了，你以后不要来了。就这样，
我在这条道路上兢兢业业连续干了16年后，被一
句话给撵走了。由于没劳动用工合同，导致我不
能按照工人身份办理退休手续。

于是，我去找劳动监察部门，工作人员说不属
于其管辖范围；又去找劳动仲裁部门，工作人员说
因我与环卫部门未签合同，让我还找城管局。随
后，我又找到洛龙区城管局（其前身为环卫局）领
导，局领导让我等答复，可至今我也没有等来任何
消息。3

我叫郭大宝，汝南县王岗镇伍岗庄村郭庄自
然村人，1998年我全家外出务工、做生意，走时家
里有五口人的责任田——每人 1.6亩，总计 8亩。
2017年，我们一家老小回到家后，发现责任田已
经没了。

时任村民组长可以证明，在 2000年分地时，
组里把我家的责任田给分了。当时组里开会说，
我们一家人啥时候回来，啥时候给我们解决地的
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于是，我于2019年把问题反映到镇政府。经
过调查，镇政府为此专门下发了岗政〔2019〕82号
文件，形成的处理意见是：由镇政府负责解决
5700元地亩补贴款，签字同意本处理意见之日起
一周内兑现；8亩责任田在 2020年 9月 1日种麦
前落实到位，在未解决到位前，从 2019年开始按
每年每亩地租金300元计每年2400元给予补助，
直到2020年 9月 1日种麦时解决为止。

可是，在我们签字同意后，至今我家的责任田
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落实。3

百姓故事

退休手续该咋办

何时还我家责任田

填平老年人的“数字鸿沟”

开车的朋友都会发现，地下
停车场由于位置隐蔽、人流量不
大，已成为烟民“过瘾”的隐蔽角
落。不过，地下停车场由于通风
受限，吸烟不仅污染空气，也会带
来消防安全隐患。

《河南省爱国卫生条例》明确
规定，“城市市区公共场所、工作场
所的室内区域和公共交通工具内
禁止吸烟（含电子烟）”。有些人何
以有禁不止、有令不行，依然在地
下停车场随处吸烟，让禁烟令形同
空文？究其原因，还是责任部门管

理缺失，管理不到位造成的。
为此笔者建议：成立烟控、消

防、物业等联合工作组，制定地下
停车场禁烟处罚管理规定，责任
落实到人，在停车场出入口及显
著位置张贴悬挂提醒标志；充分
调动停车场收费员、保洁员禁烟
监管的积极性，赋予监管职权，并
佩戴“禁烟监管”标志进行监管；
同时通过视频监控分析、对比、确
定，对多次在地下停车场吸烟的
人员依规给予必要处罚。3

（米效国）

进入深秋，每天都有树叶飘
落，给道路清扫带来不小的压
力。少数道路清洁工也许是因为
工作量大，也许是懒省事儿，干脆
直接把地面上的落叶扫到下水道
里。城市的下水道，是城市里面

“看不见”的重要基础设施。虽然
看不见，但却与城市发展、百姓生
活紧密相关。下水道只有时刻保
持畅通，才能正常发挥排泄雨水、
污水的功能。

爱护下水管网、建设美丽城
市，需要做的工作很多。爱护城
市下水管网除了正常维护、定期

疏通外，居民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也很重要。如不随地乱扔纸屑杂
物，不随地乱倒垃圾等。城市清
洁工既要肩负起维护道路整洁的
责任，也要自觉做美丽城市的维
护者，把清扫的垃圾、树叶及时装
车，运往指定地点处理，而不能随
意把树叶扫进下水道，以免造成
下水道堵塞。建议针对树木茂
密、落叶较多的路段，一方面需要
清洁工增加清扫频次，另一方面
相关部门也可适当增派人员，加
大清扫力度。3

（申国华）

笔者在共享单车集中停放点
发现，不少车篓里放着广告宣传
单，有的广告贴在车杠上，房屋出
租、代开发票、家装推广、快速办
证、信用卡套现等五花八门，一些
共享单车几乎沦为“共享广告
牌”。这些小广告违法成本低、清
理难度大，不仅影响单车形象，而
且影响市容市貌。

从城市管理角度看，共享单
车流动性大，确实不易监管，给了
小广告可乘之机。这就需要车辆
运营商加强日常维护，定期检查

车辆并做好清洁工作，对小广告
加以防范。一旦发现乱放、乱贴
行为，要及时制止并拿起法律武
器进行维权，让乱放、乱贴小广告
者付出代价。公安、城管、工商以
及单车运营企业可以联合起来，
形成治理合力，按照广告上的信
息进行排查清理，对于涉嫌违规
经营及存在违法犯罪的单位、个
人，采用相应的法律制裁手段，从
而让共享单车上的“牛皮癣”得到
根治。3

（黄海涛）

地下停车场莫成禁烟盲区

别把树叶扫进下水道

治治共享单车上的“牛皮癣”
“今年，我承包 57 亩水田养殖

海虾，由于市场价格低迷，忙活夏秋
两季，就收入5万多元。加上种水稻
的收入，全年净挣也就8万多元吧。”
坐在轮椅上的潘文海，乐呵呵地告
诉笔者。

潘文海家住固始县徐集乡顺河
村，今年 58岁，自幼双腿残疾，初中
没读完就辍学了。父母离世后，独
自一个人生活。尽管兄弟姐妹没少
接济他，他还是一贫如洗。因此，
2016 年他被村里评为贫困户。这
些年来，他一直在扶贫车间干活，

加上按月发放的残疾人补贴和低保
金，他的生活还算过得去。

年初，看到一些乡亲从事稻虾
共养致富后，他也萌生了养虾的念
头。没有资金，他就借贷；没有人
力，他就让侄儿、侄媳过来帮忙。很
快，承包的 50 多亩水田整理出来，
并投放虾苗。5月中旬，他又雇人将
每块虾池中的水田插上了秧苗。

潘文海整天手捧着海虾养殖的
书籍，坐在轮椅上来回在虾塘边转
悠。由于他勤学习、爱钻研、会管
理，饲养的海虾个头大，市场俏销，

栽植的水稻也长势喜人。从夏天到
深秋，是海虾捕捞上市期，他又让侄
儿帮助下网捕捞并到市场上出售。

脱贫致富后的潘文海，现在成
了村里的名人。对于前来咨询海虾
养殖问题的周边群众，他都毫无保
留地把自己学到、悟到的技术传授
给他们。“我身体虽然残疾，但我内
心可不残疾。明年春季，我想进一
步扩大规模，准备再承包 50亩水田
进行稻虾共养，搞上个百亩连片的
种养园。”3

（丁昌铭）

坐着轮椅把虾养

近日，在渑池县城一繁华路段，笔者看到一辆农用三轮车满载木板，属于明显超宽超高超限行驶。希望有关部
门加强对市区过往车辆的管理，给路人以安全，给城市以美观。3 王家臣 摄

超限行驶太危险

□本报记者 韩春光

经过长期使用，人们逐渐认识到塑
料的缺点，即在自然条件下无法充分降
解，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为此，
早在2007年我国就颁布限塑政策，今年
又颁布新的限塑政策，决心治理白色污
染。

新旧对比，新限塑令规定
更具体更严格

“今年初，国家有关部门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与
消费者关系较密切的是，到 2020 年年
底，国家将在部分地区和场所停止使用
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河南省塑料协会
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7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
境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门又发布
《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
知》，详细界定了塑料禁限管理的细化标
准。”

相较于2007年的限塑政策，新限塑
令从行政和技术两方面保障到 2025年
塑料制品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置等
环节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多元共治体
系基本形成，塑料垃圾填埋量大幅降低，
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根据新限塑令，到 2020年年底，直
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城市建成区
商场、超市、药店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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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
一次性塑料吸管,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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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底，
全国范围星级宾馆、酒店等场所不再主
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到 2025 年年
底，实施范围扩大至所有宾馆、酒店、民
宿等。

市场调查，可降解塑料袋
使用喜忧参半

为此，记者选取塑料购物袋使用情
况进行调查，发现在城市尤其是省会城
市大型超市、商场已普遍使用可降解塑
料购物袋。

大润发超市郑州市陇海路店工作人
员说，为了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超市几
年前就对塑料袋、连卷袋采取减量举措，
并且将在年底前完成可降解塑料袋的全
覆盖，增加环保购物袋即可降解塑料购物
袋的售卖。超市目前提供的基本上是可
降解塑料购物袋，上面印有“全民环保，关
爱地球，请珍惜地球上每一份资源；为了

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请多次使用；废弃
后建议回收再利用”等提醒字样。

在丹尼斯超市郑州市人民路店、卜
蜂莲花超市郑州市紫荆山路店等，记者
看到，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均已普遍使用。

然而，在距大润发超市郑州市陇海
路店不远的城南路（熊耳河）桥头集贸市
场，许多商贩为顾客提供的购物袋，大都
是不可降解塑料袋。一位商贩直言不讳
地说，这些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是游走
商贩到集贸市场叫卖时卖给他们的，价
格为10元钱9打，一打大约100个，很便
宜。

随后，记者又来到郑州市北下街、经
四路等集贸市场看到，许多商贩提供给
消费者的，大多也是不可降解塑料购物
袋。

记者在豫东、豫北等地调查，相较城
市的超市和集贸市场，分布于广大农村
的超市和集贸市场提供给消费者的塑料
购物袋，几乎都是不可降解的塑料购物
袋。

减塑限塑，每个人都应该
从我做起

不可降解塑料袋主要原料是聚乙烯
和聚氯乙烯，因其廉价、重量轻、容量大、
便收纳被广泛使用，但其危害不可小

视。当人接触聚乙烯后会出现手腕、手
指浮肿，皮肤硬化等，严重的还可能出现
脾肿大和肝损伤。当温度达到 65℃时
用它盛装食物会产生有害物质，对人的
肝脏、肾脏及中枢神经等造成损害。其
掩埋后大约 200年才能腐烂，造成土壤
环境恶化，牧畜吃了会引起消化疾病甚
至死亡，被海洋动物吞入也会导致死亡。

可降解塑料废弃后可降解、易降解，
无论对人还是对环境都无害。从原料和
分解因素不同可分两种：一种是以聚乙
烯塑料为主，掺混淀粉等生物降解剂制
成的塑料袋，也叫可生物降解型塑料袋，
主要靠微生物作用分解。另一种是以聚
乙烯塑料为主，掺混光降解剂和碳酸钙
等矿物粉体制成的塑料袋，也叫光降解
型塑料袋，在阳光或紫外线作用下，风化
只要一年时间。

河南省塑料协会有关负责人解释：
做好减塑限塑工作，不仅需要政府积极行
动，行业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更需要
广大消费者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努力做
到能不用的不用、能少用的少用，日常购
物尽量少用一次性塑料袋，不要随意丢弃
一次性塑料袋，多使用可循环利用的袋
子。只要大家积极参与，从身边小事做
起，养成绿色消费习惯，必定能够推动塑
料污染治理工作取得良好成效。3

新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新国土交易告字[2020]21号

经新郑市人民政府批准，新郑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

式出让二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

指标要求（见下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

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采用熔断后一次竞地价原则确

定竞得人（详细内容见挂牌出让文

件）。

新郑出（2020）44号（网）宗地熔

断价为 6566 万元，最高限价为 8752

万元。

新郑出（2020）45 号（网）宗地熔

断 价 为 15173 万 元 ，最 高 限 价 为

20146万元。

四、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

手续[详见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通知公告”——《关于数字证书

(CA)互认功能上线试运行的通知》]，

并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 9 时至 2020

年 12月 14日 16时，登录新郑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的“土地交易大厅”

系统，浏览并下载挂牌出让文件。交

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20年 12

月 14日 16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时间为：

新郑出（2020）44 号（网）:2020

年 12月 3日 9时至2020年 12月 16日

10时。

新郑出（2020）45 号（网）:2020

年 12月 3日 9时至2020年 12月 16日

11时。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竞得人须在取得《网上竞得证

明》之后的 2个工作日内，携带挂牌文

件规定的其他审核资料到新郑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审核，通过后签订

《成交确认书》。

2.如竞价过程中无竞买人触发熔

断地价，则以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

得人；如触发熔断地价，则竞价方式由

限时竞价转为一次竞地价（5分钟报

价时长），竞得人的确定方式详见挂牌

出让文件。

3.竞买人需详细阅读挂牌出让文件。

4.出让公告规定的出让事项如有

变更，将在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等网站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

公告为准。

5.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

文件。

七、联系方式

1.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中华

路交叉口华夏国际16F

联系电话：(0371)62681072

联系人：孟先生

2.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文化

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0371)69957712

工作时间：9：00—12：00

13：00—17：00

联系人：杨女士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 11月 13日

宗地编
号

新郑出
（2020）
44号
（网）

新郑出
（2020）
45号
（网）

土地
位置

龙湖镇龙湖
大道东侧，
新郑市碧桂
园置业有限
公司南侧

龙湖镇龙湖
大道北侧，
新郑市碧桂
园置业有限
公司西侧

界 址

东至:新郑市碧桂园
置业有限公司;

西至:龙湖大道辅道;
南至:郑州海神停车

设备有限公司;
北至:新郑市碧桂园

置业有限公司

东至:新郑市碧桂园
置业有限公司;

西至:政府储备土地;
南至:双湖大道;
北至:规划二路

土地面积
（平方米）

4861.69

11192.09

土地
用途

二类居住
用地，地下
为配套停
车（交通服
务场站用

地）

二类居住
用地，地下
为配套停
车（交通服
务场站用

地）

土地现状

通路、通
电、通讯、
通供水、通
排水、通

气，地面平
整

通路、通
电、通讯、
通供水、通
排水、通

气，地面平
整

规划设计要点

容积
率

大于
1.0，
小于
等于
3.4

大于
1.0，
小于
等于
3.4

建筑
密度

小于
等于
25%

小于
等于
25%

绿地
率

大于
等于
30%

大于
等于
30%

出让年
限（年）

地上70
年，地
下50
年

地上70
年，地
下50
年

起始价
（万元）

4376

10073

竞买保证
金（万元）

4376

1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