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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的感冒药现在过期了，也不
知道怎么处理，只能跟其他垃圾一
起扔掉了。”郑州市民张女士无奈地
说，因为家里有两个孩子，家庭小药
箱里经常要备些常用药物，其中有些
过期的药物却不知该怎么回收处理，
只能随手丢进垃圾桶。其实，过期药
物、家中使用过的创可贴和医用纱布
等都是医疗垃圾，属于有害垃圾。随
便扔过期药品除了会污染环境，还有
可能造成人畜误食，甚至存在被回
收后重新给病人使用的风险。

记者在河南省胸科医院住院部
发现，给病人使用过的输液瓶、输液
管等医疗垃圾基本都是由值班护士
直接拿到设在护士站分类投放到垃
圾桶里，等待专业人员前来回收，进
行无害化处理。该院的护士小郭告
诉记者：“部分患者对医疗垃圾和生
活垃圾的区别并不清晰，由护士们
进行收集投放既省心也放心。”2004
年11月18日，郑州首家医疗废物集
中处置中心正式运行，结束了该市
以往医疗废物流失严重、与生活垃
圾混装的局面，相关规定也要求该
市一、二级医疗机构医疗废物处置
率要达到100％。

医院的医疗垃圾有明确的处理
流程，家庭医疗垃圾的处理就不那
么清晰了。有媒体的调查数据显
示，约 90%的家庭存有过期药品，
95%的家庭成员处理过期药的方式
为直接丢进垃圾桶。而《中国家庭
过期药品回收白皮书》显示，我国约
有78.6%的家庭都备有家庭小药箱，
但80%以上的家庭都没有定期清理
药箱的习惯。与宁波、北京等城市
在社区设置过期药品回收箱不同，
在郑州市的大型药店经常能见到家
庭过期药品回收箱，方便市民投放
过期药品。可是记者在郑州走访发
现，绝大多数过期药品回收箱是空
的，有的被市民当成了垃圾箱。

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
品流通监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该
局每年都会联合各大正规药店举行
过期药品回收活动，但过期药品回
收依然面临三大困境：居民缺少回
收意识、缺少法律支撑，同时也存在
回收费用高的问题。该负责人建
议，通过健全立法来规范过期药物
的回收，并采取政府补贴的方式帮
助企业回收过期药品，让回收过期
药更规范、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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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处理一直
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而
垃圾围城、垃圾围村等
现象不时出现，成为影
响人们生活幸福指数的
一大原因。据悉，目前
国家正在酝酿垃圾分类
处理的相关法规，我省
还没有关于垃圾分类的
明确标准和规范。那
么，垃圾分类的现状如
何？我们生活中的垃圾
都到哪去了呢？记者对
此进行了调查。

“我也想过要分类处理垃
圾，可小区楼下只有一个不分类
的大垃圾桶，最后还是‘一锅烩
’，自己分类也没什么意义。”3月
12 日，提及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住在凤凰城公寓的刘女士一边
丢垃圾一边说。记者发现，该小
区的 4 个墨绿色塑料垃圾桶里
都混装着厨房垃圾、果皮、废纸
等。记者查看了几个居民小区
里的垃圾桶基本都是这样不具
备分类功能的大塑料桶，即便有
几个具有分类功能的垃圾桶，里
面也都是混装垃圾。市民包先
生说：“即使设置了分类垃圾桶
却没有分类垃圾运输车，丢垃圾
时是否分类也没啥差别。”

十几年来，郑州一直希望通

过“倡导”垃圾分类减少垃圾总
量，但至今效果依然不明显。缺
乏一套成熟完善的垃圾回收系
统，公众对垃圾分类的知晓度
高、参与率低，是目前郑州生活
垃圾分类的现状，恐怕也是全
国生活垃圾分类的现状。2000
年，原建设部公布首批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名单，北
京、上海、广州等 8 个城市成为
首批试点，我国垃圾分类进程
开始加快。2014 年，有媒体调
查结果显示，广州市垃圾分类
的公众知晓率高达 90%以上，但
公众参与率不足 30%，公众分类
投放率仅 10%左右。

负责郑州市升龙凤凰城小
区垃圾清运的王先生告诉记

者，在小区周边分片设置的有
垃圾临时聚集点，有专人负责
将其运送到垃圾中转站，再由
市政部门负责运送到垃圾处理
场 。 数 据 显 示 ，郑 州 每 天 有
5000 吨垃圾在垃圾中转站集
中，如果每天进行人工分拣简
直是天方夜谭。目前，城市垃
圾主要有两个去向，能烧的就被
送到发电厂焚烧，烧不了的就被
送到垃圾填埋场。

庆幸的是，现在全社会已经
开始行动起来，建立处理链条，
将垃圾分类处理得到越来越多
的认可和支持。记者从省住房
与城乡建设厅获悉，目前国家正
在酝酿出台与垃圾分类处理相
关的政策法规。

地沟油等餐厨废弃物引发
的各类食品安全问题备受社会
关注。在记者的调查中，不管是
店员还是经营者都对此三缄其
口。当记者提出有朋友需要一
部分餐厨垃圾时，青年路附近一
家餐馆的老板娘就问需要多少，
看记者回答略显迟疑，她随即改
口说并不清楚店里餐厨垃圾的
处理。“我只知道每天都有人来
拉，其余啥也不知道。”据知情人
士透露，几乎每个餐厅都有固定
的餐厨垃圾收集人，拉走餐厨垃
圾后还会支付一定费用。而且，
餐厨市场还有一个通行的规则：
谁出的价格高，谁就能把垃圾拉
走。

《郑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规定，单位和饮食
业经营者产生的餐厨垃圾、废弃

食用油脂应当集中收集、中转和
处置，保持其周围环境整洁卫
生，具体办法由郑州市人民政府
另行制定。数据显示，郑州目前
每天产生的餐厨垃圾为 560 吨
到 570 吨。但是，郑州获得餐厨
垃圾收集、处理许可资质，并还
在经营的企业共有 5家，因为没
有政府的支持且自负盈亏，这些
企业每天只能处理几吨垃圾，剩
余的餐厨垃圾是由四处“游击”的
泔水车来收集、运输的，这些泔水
车的去向不明。郑州市城管局
一名负责人表示，目前郑州市的
大部分餐厨垃圾都由各餐饮企
业分散处理，一直难以管理。

2016 年 10 月，郑州市出台
了《郑州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简称《办法》）。
《办法》提到，郑州市的餐厨废弃

物的收集、运输和处置实行特许
经营。如果擅自从事餐厨垃圾
的收集、运输活动，处置不当的
最高将面临 5 万元的罚款。《办
法》还规定，餐厨垃圾车上路的
起步条件是企业要具有合法的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辆行驶
证，这类车辆还要具有防臭味扩
散、防遗撒、防滴漏功能的全密
闭自动卸载功能，安装行驶及装
卸记录仪。

据了解，郑州餐厨垃圾处理
厂的布局从几年前就已开始规
划，计划将建设东、西两个处理
厂，一个在中牟县，另一个在郑
州市综合垃圾厂（二七区侯寨
乡）。这两个处理厂建成后，日
处理能力可达 600 吨，基本能消
化掉郑州全市每天产生的餐厨
垃圾。

2015 年 6 月，媒体曾报道，
当时郑州的在建工地有 2055
个；郑州市政府文件显示，2016
年全年该市拟新开工215个工地
项目；拆楼修路，2017年郑州的在
建工地也不少。建筑垃圾、工程
渣土的清运随之成为一个问题，

“疯狂的渣土车”也不时见诸报
端。渣土运输违规超载、闯红灯、
沿街抛撒、带泥上路、私拉乱运、
随意倾倒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身为曾经的专职渣土车“中
介”，老潘对建筑垃圾从产生到
清运的流程非常清楚。他说，一
般工地的建筑垃圾都需要清运，
第一层是清运垃圾的承包者，第
二层是他们这些“中介人员”，第
三层是渣土车车主，第四层是司
机。承包者会和“中介人员”联
系，“中介人员”会按需召集渣土
车车主。在这个过程中，恶性低
价竞争、利润摊薄、处处打点等，
让建筑垃圾清理行业最终选择
了非法倾倒的途径。

干过多年渣土车司机的李
先生说，渣土车司机的工资一般

与清运次数和距离挂钩。在郑
州，司机每拉一趟渣土大约可以
收到 700 元，这笔钱中有一部分
需交给建筑垃圾消纳场，“若把
渣土偷倒在半路，既省油又能缩
短运输时间、增加清运次数，还
省了渣土收纳费……”

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渣土
车车主都会通过关系在郑州周
边出钱寻找地方倾倒渣土，2 年
前，黄河大堤是建筑垃圾的重灾
区。如今，“灾区”正在向市区逼
近，郑州市大河路、四港联动大道、
南四环等绕城路几乎成了建筑垃
圾新的倾倒场。有数据统计显示，
2013年郑州产生建筑垃圾约 1
亿吨，并且 5 至 8 年内呈逐年递
增趋势。若将这些垃圾运出市
区，可填满近300个如意湖。

如此大体量的建筑垃圾，郑
州的建筑垃圾消纳场的消纳能
力却并不能与之匹配，这也是当
前渣土车治理难的根本原因。
据了解，郑州市要求各区要建两
个建筑垃圾消纳场，但到 2015
年 7 月，郑州市的金水区和郑东

新区仅选址建设了一处，其他各
区的建筑垃圾消纳场均未投入
使用。有那么多建筑垃圾亟须
处理，而正规的建筑垃圾消纳场
又很难消纳，在出口不畅的情况
下渣土车非法倾倒也就“应运而
生”，城管、交警、环卫等多个部
门合力狠治渣土车也只能是治
标不治本。

关注·垃圾分类
（一）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推进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把节能环保

产业培育成我国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垃圾分类关系到生活环境的改善，关系
到垃圾能否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实施垃圾分类制度，有利于促进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有利于培养全社会的资源环境意识。垃圾去哪儿了？
垃圾应该去哪儿？代表委员如何支招垃圾分类处理？垃圾分类制度咋

落地？今日起，本报就这些问题推出系列报道。

写在前面的话

易与生活垃圾混同
缺少立法规范

分包清运 存在非法倾倒行为

分散处理 多被四处“游击”的泔水车收集

所有垃圾“一锅烩”或被焚烧或被填埋
生活垃圾11

餐厨垃圾22

建筑垃圾33

医疗垃圾44

▶混 装 的
各类垃圾

随意堆放的建筑垃圾随意堆放的建筑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