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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分为四大类! 可回收

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 目前常

用的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有综合利用"卫生填埋"

焚烧和堆肥$

%

!

&可回收的垃圾主要包括废纸 "塑料 "

玻璃"金属和布料五大类$

废纸!主要包括报纸"期刊"图书"各种包装

纸"办公用纸"广告纸"纸盒等'纸巾和厕所纸由

于水溶性太强不可回收$

塑料!主要包括各种塑料袋"塑料包装物"一

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牙刷"杯子"矿泉水瓶等$

玻璃!主要包括各种玻璃瓶"碎玻璃片"镜

子"灯泡"暖瓶等$

金属物!主要包括易拉罐"罐头盒"牙膏皮

等$

布料!主要包括废弃衣服"桌布"洗脸巾"书

包"鞋等$

%

"

&厨余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

叶等食品类废物$

%

#

&有害垃圾包括废电池"废日光灯管"废

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等'这些垃圾需要特殊安

全处理$

%

$

&其他垃圾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的砖

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

长葛市公安局落实上级!打赌"工作通知精神#对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始终保持严打态

势$ 近日接群众举报#长社路中段百脑汇网吧内有赌博机#接报后#治安大队民警立即赶

到现场#当场查获赌博机
!

台$ 对查获的赌博机#民警当场予以销毁#并将网吧老板传唤

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处理$

!"

! ! !

长葛市 孙文刚 赵伟峰 摄

文明!从处理生活垃圾开始
本报记者 赵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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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馆空调不制冷 旅客可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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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今年
!

月中旬# 我和朋友一行
#

人外出旅

游#住某宾馆
$%!

%

&%"

房间#标准房价每天
'!%

元$ 住进去之后#中央空调不制冷#我们要求宾

馆退房$宾馆称#退房可以#但已开房#需扣除半

价房费
()%

元$我们为此发生纠纷$宾馆向我们

收取半价房费合法吗&

读者 刘涛

刘涛读者!

你反映的收取半价房费的问题! 需要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 虽然国家法律没有规定具体的

退房退费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宾馆的规定就

是违法的" 宾馆的规定从性质上来看属于合同

约定! 游客办理住房手续则可以看作是接受要

约订立合同" 我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

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

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不得擅自变更

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游客交纳定金办理住房手续后! 宾馆和游客之

间就成立了住宿服务合同! 宾馆应当按照承诺

的条件提供客房和服务' 如果宾馆空调不能制

冷!属于宾馆方面单方违约!游客要求退房是合

理要求!宾馆不应收取房费'但是如果订房时间

较长或已经开始使用房内设施! 退房时宾馆收

取一定的费用也是合理的'

!!

郑州市 张志勇

某县医院为了树形象# 在门诊楼和病房楼门

前设立了两处免费存车场#并制作了一块丈余高%

非常醒目的!义务存车"招牌$一时间#社会反响良

好$ 由此#该医院的名声响了#来这里看病的人多

了#经济效益好了$此项便民服务措施也顺理成章

地写入了年度总结中$

可是#突然有一天#免费存车的大幅招牌不见

了#!存车收费"的招牌却悄然挂满了大半个医院#

每辆自行车
&

角#电动车
(

元#三轮摩托
*

元#小

四轮拖拉机
+

元$不论存放时间长短#一律是这个

价码#若是存车过夜#收费更高$ 一个普通的县城

小医院收取的存车费竟比大城市里高出了许多$

且不论这种收费是否经过物价部门的核定#

仅病人和病人家属对该院把办好事当招牌# 昙花

一现的便民服务做法就很有意见$

其实#医院的这种做法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算盘珠子拨错了位$ 表面上看#收取存车费#这家

医院账簿上增添了微不足道的几个数字# 但他们

的做法#却失去了民心#本来不错的口碑#在蝇头

小利上倒塌了$

免费存车既然是一件深受欢迎的便民服务

措施#为何不坚持把好事做到底#而偏要去抓那

仨核桃俩枣的存车费呢& 这样做#岂止损害了医

院的形象# 病号们以后可能会过你这家医院的

门而不入$ 医院讲究效益#追求利润无可厚非#

但若弃自己的形象于不顾#忘记对社会%对病人

的承诺#看似小事#实则大事$ 它从一个方面反

映出!以人为本"或是!以利为本"两个不同的经

营理念$ 树一个好的形象不容易#但牌子倒了#

要再去扭转#恐怕更难$

社会上许多事情的输与赢%好与坏%成与败#

多出在细枝末节和具体小事上$好事贵在办实#实

事贵在办好'好事贵在办大#大事贵在办好$ 这是

人民的期望$办好事时间的长与短%深与浅决定了

好事的实与虚$ 倘若做好事只是蜻蜓点水# 图形

式#摆样子#作为一时为我所用的临时花花招牌#

失去万金难买的人心和声誉# 恐怕只能是自己摘

自己的招牌#自己砸自己的饭碗#那时可就后悔莫

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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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河南省城市生活垃圾管

理办法*草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办法$规

定!对于随意倾倒,抛撒,堆放城市生活垃圾的个

人!处以
!""

元以下罚款!单位处以
#"""

元以上

$

万元以下罚款' 明确的罚款让和我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的垃圾问题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

数量庞大的城市生活垃圾

%

月
&&

日清晨!家住经三路一小区的秦女士

出门上班!随手捎上了家门口的两袋垃圾!来到

楼下!半人高的绿色垃圾桶已经装满!盖子被顶

得微微翘起!秦女士只好把垃圾放在了桶旁边的

地上!&我们这个单元住了
'#

户! 每天早上扔垃

圾的人多!这桶经常是满的(' 比秦女士有更深刻

体会的是小区的垃圾清运工蔡大姐!&可能是人

们现在的生活水平高了! 垃圾的种类也多了!除

了以前比较多的厨余垃圾! 现在是五花八门!牛

奶盒,礼品盒,玻璃瓶,小孩儿用过的纸尿裤!真

是什么都有(' 蔡大姐说!她所负责的这个小区!

基本上每天要把垃圾桶清理两三次'

据郑州市环境卫生处副主任祝波介绍!郑州

市目前平均每天要产生约
"%##

吨城市生活垃

圾!人均每天要产生
#($

千克垃圾'这些数量众多

的生活垃圾都由环卫部门经垃圾中转站运出城

区!到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进行处理' 目前!郑

州市的生活垃圾绝大部分是采用卫生填埋的方

法进行处理!另有一小部分先进行焚烧!再对焚

烧后的剩余物进行填埋'

垃圾彻底分类难

%

月
!)

日上午! 在黄河路上一公交车站附

近!等车的市民在吃完手中的面包蛋糕等早餐之

后!基本上都走向了旁边的垃圾箱!把包装纸丢

了进去!站台上除了几个被踩扁的烟头!没有其

他垃圾' 送孩子上学的陈女士在孩子喝完手中的

饮料后!把瓶子丢向了旁边的垃圾箱!空瓶子落

进了写着&不可回收(的垃圾箱内' &我觉得现在

在城市里!特别是主要街道!大家的习惯还是很

好的!基本上看不见随地乱丢垃圾的' (宋女士

说!但如果说到扔垃圾前要分了类再丢!自己还

真没想到'

在郑州市农业路, 东风路等其他主要街道!

记者注意到! 路边的分类垃圾箱也都形同虚设!

行人在丢弃手中的垃圾时基本都是随意扔进其

中一个箱内' 市民蔡先生指着农业路上的垃圾箱

说!这两个垃圾箱都是灰色!仅从颜色上来看没

有区别!箱体上的字体又不是特别明显!加上人

们本身都还没有养成对垃圾分类的习惯!它们的

分类功能当然就不能得到利用'

在东风路一小区收购废品的老杨说!除了向

居民收购废品!空闲的时候!他还会翻垃圾桶!找

能卖的废品!&要是垃圾已经被分了类!我就方便

多了(' 老杨说! 现在居民家中扔出来的生活垃

圾!基本都没有分类!最糟糕的还是各种垃圾混

合在一起! 有时候发现一个包装盒还能回收!但

已经被剩菜剩饭弄湿了!要想回收还得找地方把

它们都铺开晾干'

祝波介绍说 !由于我们国家目前的经济发

展水平还不能和发达国家相比 !所以 !我国的

垃圾构成和一些国家相比有很大区别 '我们国

家不少居民家中都有卖废品的习惯 !再加上城

市里庞大的拾荒大军 !实际上到了垃圾处理厂

的垃圾 ! 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已经不多 ' &最让

我们头疼的还是塑料袋 ' (祝波说 !在限塑令

实施之前 ! 每天往垃圾处理厂运送的垃圾里 !

塑料袋从体积上来说 !能占到三分之一 ' 而这

些塑料袋往往是和其他垃圾混合在一起 !想进

行回收 !需要清理 ,晾晒 !难度大 !成本高 !回

收后所带来的收益甚至还抵不上回收所需要

的成本 '

同样遭遇这一问题的! 还有垃圾处理厂原

本计划实施的 &堆肥 (项目 ' 祝波介绍说 !居民

生活垃圾中的厨余垃圾和园艺垃圾都可以进

行&堆肥 (!制造成有机肥料 ' 但是这一看似前

景良好的项目 !因为垃圾不能彻底分类而变得

难以实施' 因为 !&堆肥 (需要的菜叶果皮园艺

垃圾是不能含有油脂的 !而实际上我们现在的

这些菜叶果皮 ! 因为没有在家庭里进行分类 !

就常常是混合了剩饭剩菜 !这样就不具备 &堆

肥(的条件'

&但-堆肥.肯定是发展趋势' (祝波说!经过

测算!如果能够对厨余垃圾和园艺垃圾进行&堆

肥(!可以将需要填埋的垃圾减量超过
!*'

!再通

过其他方式分类回收!未来
!*

年!有可能使需要

填埋的垃圾总量减半'

处理垃圾 从我做起

据介绍!目前!郑州市环卫工作的难点主要

在背街小巷,城中村和夜市摊点' 负责打扫这些

路段的环卫工人经常苦不堪言!&夜市收摊后!经

常满地垃圾!我们工作量大不说!扫过去之后!这

地上还有很多黑乎乎的油!怎么也扫不干净('

另外!街边商铺随意丢弃垃圾的问题也引起

了关注!环卫部门提醒!街道上设立的垃圾桶是

为了收集行人手中需要丢弃的果皮纸屑等垃圾!

商铺的垃圾不能往垃圾桶里倒!因为垃圾量大等

问题容易造成二次污染' 商铺的垃圾可以倒在每

天早中晚从门前经过的微型垃圾收集车内!也可

以倒在环卫工人骑的车上'

随着奥运会的召开! 文明的理念也日渐深

入人心! 我们在向世界展示一个体育强国的同

时
+

也在用每个人的言行诠释着我们的文明' 一

个城市,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除了要依靠政府

职能部门的管理! 更多地还在于每一个人的自

觉行动' 少扔一个烟头,一片纸屑!少使用一个

塑料袋!多拣出一个可以再利用的塑料瓶!多花

一点时间和心思为家里的垃圾分类! 你就离文

明更近了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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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之后莫失信
扶沟县 张会丽

"##%

年
"

月
"

日!贵报)民声民情$版刊登了

)职称评定为何与我们无缘$的读者来信!我县各

级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

学校领导亲自把上级文件精神详细地传达给

我们'中心校畅老师热情地指导我们整理材料,填

写报名表'教育局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对每位教

师的每一个证件,每一份材料及表册等!审查得非

常细致!连续两天加班加点'

由于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 我们这些符

合条件的大龄教师!最近已经全部被评聘为&小学

高级教师(!拿到了)小学高级教师资格证$和)小

学高级教师聘任证$'

!!

孟津县横水镇寒亮小学 郑坤志

我们的愿望实现了

网吧内查获赌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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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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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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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青年男子向朋友借钱遭到拒绝后! 恼羞

成怒! 在将朋友一顿暴打后又乘机将朋友的一部

手机抢走!其中的两人因涉嫌抢劫罪被刑事拘留'

!""%

年
%

月
(

日!家住卫辉市唐庄乡山彪村

的马某伙同凤泉区潞王坟乡分将池村的王某及耿

黄乡何屯村的岳某!

$

人合骑一辆摩托车到耿黄

乡杨九屯村去找朋友李某借钱花' 当行至耿黄乡

杨九屯村东的一条土路上时!

$

人正好碰到李某!

在说明来意后!考虑到之前
$

人曾数次借钱!但至

今没有还钱! 李某于是就拒绝了
$

人的请求' 马

某,王某,岳某见李某不肯借钱!便恼羞成怒!随手

将路边的一棵小树折断!将李某暴打一顿!然后又

将李某拖至路边的玉米地里拳打脚踢! 并乘机将

李某随身携带的一部手机抢走' 李某于当日到新

乡市公安局凤泉分局刑警大队报案! 民警根据李

某提供的
$

个嫌疑人特征!于
%

月
&$

日在凤泉区

北站商场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归案! 当天民警

又顺藤摸瓜将其一个同伙抓获归案'

!!

新乡市 张志辉丁长贵!桐柏县新集乡电业所职工!在

岗四十年!敬业!又有娴熟技术!人敬称丁

师傅'

丁师傅秋天退休! 秋天就挪窝来到了

新集乡中学担任门卫' 工资不算高!杂七杂

八的事儿却不少!好在丁师傅为人坦诚!遇

事无忧!叫干就干!该做就做'

看守学校大门!活儿不重!就是熬人'

无论春夏秋冬 ! 早晨
#

点钟开门迎来学

生 !晚上
)

点多钟送走学生 !一天十六七

个钟头 !这还属于正常的 ' 有时 !半夜三

更 !学校教职工有急事喊开门 !再等到出

去的人回来后落锁!一晚上休息不足
(

小

时' 喊门的人很是歉疚!丁师傅倒摆摆手!

安慰对方%&谁没个事呢0赶紧回去睡吧' 1

门卫室是两间小平房 !一间厨房 !一间值

班室兼卧室' 房子门朝北!冬天像冰窟!夏

天像蒸笼!难得安稳' 最初看守大门的是

一位年轻人 !由于长时间睡眠不足 !引起

血压升高!得了偏头痛' 当校领导谈及居

住条件差时!丁师傅轻松地笑笑说%&不用

担心' 上年纪了!瞌睡少了!这在我身上不

是问题' (

做学校门卫!看似轻闲!询问!登记!开

门!落锁!责任可不小' 丁师傅一丝不苟!尽

职尽责!分内分外!倍加小心' 一天!天刚擦

黑! 几个黄头发小青年跟在一位进校教师

的身后往里冲!丁师傅眼疾手快!硬是给挡

了回去' 几个人不甘心!头一扭!躲到暗影

里嘀咕去了' 看到几个人腰间鼓鼓囊囊的!

丁师傅依据经验判断!来者不是善茬儿!于

是就隔着大门与他们聊起来' 三扯两问!了

解个八九不离十% 原来他们是准备狠揍本

校一个学生的' 丁师傅的脸色严肃起来%

&这娃!我认识你爸2这娃!你是张庄的33

回去吧!可不能惹事/ (一番话!一伙人傻了

眼!知根知底!惹起事来往哪儿逃0 最后!只

好乖乖地走了'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这根底

都是丁师傅趁他们刚才交谈之机有意无意

之中获取的呢'

又是晚饭时分' 学生们都进了班!门口

也不再有闲杂人员!忙碌了一天的丁师傅!

拉过一张桌子!在旁边正儿八经坐下!待老

伴端上两个小菜!细细地抿上两杯小酒!这

日子!爽着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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