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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炙烤着中原大地!某
事业单位工作的周女士下了班就匆忙往家赶!

同事们都打趣地问她是不是有约会! 周女士笑
着解释"# 早点回家早点享受! 格力空调让我家
里一直都是

&'

摄氏度$ %

的确! 在炎热的夏日瞬间清爽是每个消费
者最迫切的要求& 世界名牌格力引领空调健康
潮流!带你走进清凉世界"# 睡美人'采用独特的
()&

智能感应换气技术和
*+,"!

环保制冷剂!劲
吹新鲜风() 睡梦宝'静音设计低至

-$

分贝!人性
化设置

$

种睡眠模式!防螨抑菌自动清洁!劲吹
舒适风(# 王者之尊' 的粉尘传感器能灵敏捕捉

到空气中极细的粉尘颗粒!适度传感设置能感应
环境湿度! 拒绝潮湿天气劲吹体贴风(# 天巧'则
有抗菌防霉过滤网和儿茶素过滤网!多重抗菌劲
吹健康风**作为空调老大!格力一直是倡导空
调舒适化智能化的风向标!而节能+科技+精致+

个性化更是其产品的主旋律! 无论是空调外观+

功能还是内部匹配技术!均有独具匠心的创新之
处!显示了强大的研发实力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
向的创新准则&

笔者希望!每个消费者都能在炎炎夏日一回
到家!打开格力空调!吹着丝丝冷气!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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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氏
度的凉夏&

家有格力!拥有-'.的夏天

市民质疑 再遇堵门垃圾还趴窝,

堵门事件!暂告一段落&但是!垃
圾# 趴窝'

%

天还是让市民们感觉不
爽!很多市民质疑有关部门在出现问
题后应急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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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环卫处是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
厂的直接主管部门 !市环卫处副主任祝波
昨晚

/

时许说 !在垃圾厂被堵门后 !他们已
向上级部门郑州市市政局进行了报告 !除
此之外!他们无权做出应对措施&

而针对这次冲突的核心问题!双方各有
自己的解释&

张李垌村村支书李延林昨晚说 !他们
已经先后近

,0

次找到省环保局和市环保
局 ! 要求检测环境质量 !# 每次
检测都显示环境不达标 & '

而市环卫处的祝波说! 自建厂投入运
行以来! 环保部门已对厂区进行了五六次
检测!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

%

月份& 检测显
示! 垃圾处理厂周边的环境指数均是达标
的!换句话说!垃圾厂的存在和运行并没有
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同一个问题 ! 双方的说法恰恰相反 !

到底谁的说法符合事实!记者尚未得到环
保部门证实&

郑州市垃圾处理厂目前已运行近
$

年&在这期间的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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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天!村民
们已先后两次堵路!进行抗议&

# 平时没啥!一到夏天臭气熏天& '张
李垌村二队队长王海青说&

二七区侯寨乡张李垌村!位于南四环
与嵩山路交叉口!正在翻修的南四环穿过
村子& 该村有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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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 紧邻垃圾处
理厂!最近处仅有约

,""

米!从厂区向西望
去!村内的楼房清晰可见&

前两次堵路后!从侯寨乡到二七区方
面都进行了协调!# 每次都说协调!但到最
后不见回音& '王海青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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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上村民们都被气味儿熏醒
了!才到垃圾厂门口堵路& '张李垌村二队
队长王海青回忆!# 当夜执法局的领导过
来协调!竟也被气味熏跑了& '王海青说起
这些显得有些激动&

# 但咱也不能只顾小家!不顾大家& '

张李垌村二队队长王海青说!他们考虑到
堵路行为的严重后果&

目前! 一部分从市区清理出来的垃
圾被送往荥阳电厂处理! 但这里处理能
力有限& 同时!荥阳电厂需要的是燃质高
的垃圾! 而市区的生活垃圾中燃质高的
垃圾不多& 另外!一些个体的垃圾厂也在
消化一部分市区运来的垃圾&

# 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 & '郑州市
垃圾综合处理厂工作人员赵自兴说 !

要处理市区里的垃圾离不开专业的垃
圾厂 &

对此张李垌村方面似乎了如指掌 !

# 荥阳电厂消耗不了多少 ! 市区垃圾肯
定还是要送到垃圾厂!这在情理之中& '

张李垌村二队队长王海青说 !# 我们也
希望尽快解决此事& '

# 垃圾都堵到市中心了& '一名女性市民
捂着鼻子说&在二七路上的这堆垃圾!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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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左右就是郑州最繁华的地方之一!闻名遐
迩的二七广场&

# 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出现这样的问题!

垃圾持续
%

天- 趴窝.!不免让人意外/ %市民
丁先生说!0 这件事情反应了有关部门应急
不力问题& %他认为!这样的事情过去就发
生过!是应该有准备的!但为什么不能防患
于未然呢, 再说!事情发生后!怎么也不能
让垃圾0 趴窝%啊, 恶劣天气都有应急方案!

为什么涉及民生的垃圾问题就没有应急方
案呢,

一名叫王彦飞的市民称 !建造垃圾处
理厂是郑州的一件大事 ! 现在出现这样
的问题 ! 当初规划筹建的时候就没有考
虑到周边村民的反应吗 , 如果没考虑是
不科学的 &

昨日!在0 我商我网 %上 !更多市民网

友也发出了同样的质疑 ! 市政在进行垃
圾清理的统一规划时 ! 是否充分考虑到
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 有没有一套应急
预案系统来应对 , 市民交过垃圾处理费
后 !还出现目前这样的局面 !给广大市民
生活造成这么大的麻烦! 这一后果该由谁
来承担,

城东路一负责环境卫生的女性工作
人员表示!整个市区只有一个垃圾综合处
理厂运行!而城市急速扩容导致每天的生
活垃圾都在不断增多!一旦这个垃圾处理
厂出现问题!整个郑州市区的垃圾将面临
无处可运的尴尬&

同乐路
,"

号院一居民在忍受了小区生
活垃圾连续

%

天无人清扫后!昨天下午对记
者说" 郑州市市政规划和管理水平还亟待
提高!0 出现垃圾难以清运出城的情况!政
府部门应负有一定责任! 有关部门应出面
向广大市民道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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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1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
标准2近日由环境保护部颁布执行3

据有关人士介绍! 新标准对生活垃
圾填埋场选址的污染控制+ 生活垃圾填
埋场设计+施工与验收的污染控制+生活
垃圾填埋场填埋废物的入场污染控制 +

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的污染控制+ 生活
垃圾填埋场封场及后期维护与管理的污
染控制+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物排放的
污染控制+ 生活垃圾填埋场的环境和污
染物监测等各个方面都做了具体的要求
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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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要求!生活垃圾填埋场的选址
应当结合本地发展的长远规划!包括区域
性环境规划+环境卫生设施建设规划和当
地的城市规划& 由于生活垃圾填埋场的选
择对环境的影响较大!因此要在确定场址
的位置时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并经地方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在对生活垃圾填埋场场址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时! 应通过对生活垃圾渗滤液+

填埋气体+气味+蚊蝇等填埋场滋养动物
等因素对周围环境+人群健康及其日常生
活+生产活动的影响!确定生活垃圾填埋
场和常住居民居住场所+地表水域+高速
公路+交通主干道4 国道或省道5 +铁路+飞
机场+ 军事基地等敏感目标之间的距离!

合理确定防护距离! 作为规划控制的依
据!尽量避免可能发生的争议!保护城乡
居民健康和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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