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商报 !""# ! $ " % # $%&

!" '( ! #$ )*+ ! #%&$ ,-. ! '( /0

一年堵一回!

侯寨乡张李垌村村民因不满附近
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带来的噪音"恶
臭和空气污染# 又一次拦路堵截垃圾
车$迫使处理厂运转失灵% 而它是郑州
仅有的一个正在运行的专业处理厂$这
又致使郑州生活垃圾无处可去&

据了解$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在
#$$%

年
"$

月试运行$ 而这
&

年多来年
年被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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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夜间$门口突然冒出几十米长
的垃圾&(西里路上苹果婚纱礼服店的
张女士感叹 $ 她前天晚上

'

点从单
位回家时 $路面还干净整洁 $但一
夜间 $ 她发现人民路与西里路交
叉口往西

($

米处的路面上 $多出长
约

&%

米的垃圾堆 $垃圾堆' 霸占 (

了路面三分之二宽 % 一股恶臭飘
来 $她赶紧捂着鼻子 $跑进婚纱店 %

昨日上午
'

时许$记者赶到现场发
现$ 两辆运输垃圾的大卡车停在西里
路上$ 近

)$

名环卫工人正忙碌地清理
西里路上的垃圾%

' 垃圾中转站瘫痪了% (垃圾运输
车司机张师傅说$他们是金水区垃圾
清运公司的工作人员$昨天凌晨

%

点
之后 $ 他们将垃圾拉到郑州市垃圾
综合处理厂时$发现路被堵了 $他们
只能将垃圾拉回市区的垃圾中转站$

但中转站已经满了% 不仅金水区出现
这种状况$二七区)管城区)中原区)惠
济区等都受到了影响&

除了西里路$ 还有市民投诉在城
北路与城东路交叉口向西

&$

米处$也
出现长约

*

米的生活垃圾堆&

昨日下午
&

时许$西里路上的垃圾
被清理完毕$ 但沿街店铺内仍残留着
浓浓的臭味&

而去年
+

月份$因同样的原因$数
千吨垃圾曾在郑州市' 趴窝 (

%

天 & 而
#,$-

年 )

#$$+

年 $ 都曾出现过类似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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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
))

时许$ 记者来到张李
垌村发现$ 村头坐着三四个村民$正
紧盯通往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的
道路& 村民毫不避讳地说*' 我们确实
把路给拦住了% (

这时$ 一辆车牌为河南
./+,'0

的垃圾车正好从此经过%' 停下% (村
民顿时跑上去将车拦下%' 我给你们
钱$让我过去吧% (司机说$但被村民
当场拒绝%村民罗新闯说$只要到村
里待上两天$就知道为什么拦垃圾车
了%

' 村民不听我的$ 我已经没有威
信了% (村支书李颜林说%

0,,%

年$郑
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建成使用后 $

村民曾不堪忍受臭味$多次拦路% 起
初$他劝村民$村民还听%' 现在问题
迟迟没有解决$再劝他们$他们也不
听我的(%

记者来到耗资
0

亿元建成的郑州市
垃圾综合处理厂$ 厂区的填埋场占地约
',01+

亩% 填埋场内$大批等待处理的生活
垃圾暴露在空气中$恶臭难闻% 填埋场的
另一侧紧挨张李垌村%

当记者来到张李垌村时$刚一下车$

恶臭立刻迎面扑来$ 所有人条件反射地
捂住鼻子%' 我们村正好在下风$垃圾臭
味全部飘过来了% (罗新闯说%

张李垌村第一村民组和第二村民组
和垃圾处理厂的填埋场之间只隔了一条
宽约

)%

米的马路% 所以第一) 二村民组
成了受垃圾臭味侵害的' 重灾区 (% 记
者发现 $春光虽好 $但村内各户门窗紧
闭%

' 不仅是恶臭$半夜垃圾车卸货或鸣
笛的噪音$我们都听得很清楚$睡都睡不

踏实% 而我们喝的自来水$颜色都成了淡白
色$说不定也和垃圾处理厂有关% (村民李陈
法说%

' 我们真的住不下去了% (罗新闯掀开自
己的裤子$ 指着腿上几十个红色小斑点说*

' 你看$ 这些痒疙瘩就是垃圾处理厂建成之
后出来的$几年了$一直没下去过% (

罗新闯说$他曾花费上千元治疗自己身
上的疙瘩$但一直没治好% 他的孩子

)$$

天大
时$肚子上也长满了这些小斑点$到多家医
院检查$医生都没查明原因%' 不仅是我家$

村里很多人都长这种痒疙瘩%而垃圾处理厂
就是我们心里的痒疙瘩% (

村民李陈法说$每到春天村民身上的疙
瘩就会痒得厉害$很难受$并且天气即将转
热$到夏天恶臭味道更重$蚊蝇变多%村民一
寻思$今年就提前把路给堵了%

昨日下午
)

时许$ 记者来到垃圾处理
厂办公楼$门卫说$领导现在全都到市区
开会了$不知道什么时间回来%

郑州市市政管理执法局宋主任说 $

对于以前村民们拦车堵路的事情$ 他也
清楚$而且也已反映给郑州市政府)二七
区政府%宋主任称$政府也考虑过张李垌
村村民的要求$让他们整体搬迁$但有些
村民愿意$有些又不愿意%去年区政府已
经开始制订方案$可能是村民等不及了$

所以才再次用堵路来解决%目前$各方正

在协商 $打算出台一些具体的措施 $尽快
处理此事 $但具体结果怎么样 $他还不太
清楚%

昨晚记者再次和宋主任取得联系$问
他一年前堵路事件时$郑州市市政局环卫处
就已在协调处理此事$为什么至今仍没有处
理结果!宋主任说*' 这个你需要咨询政府领
导%我们只负责管理垃圾处理厂%(但当记者
问为什么垃圾处理厂离村庄这么近时$宋主
任挂断电话% 记者再次拨打他电话时$电话
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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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垃圾综合处理厂再次被堵
还是因附近村民无法忍受污染
市区垃圾无处可去堆上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