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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王浩哲） 近日，市运管处联
合公交公司对镇村公交线路进行
实地勘查并对沿途居民进行实地
走访，收集居民关于镇村公交运
营的各类建议，同时也对镇村公
交线路通行状况进行实地勘察，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道路做好记录
工作。

据了解，我市镇村公交自开
通以来，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
好评，但在实际运营中还存在着
很多问题。有市民反映镇村公交
间隔时间长、难等、站台设置不
合理等，而公交公司则表示农村
客流少、实载率低，镇村公交合
理班次密度与运力效能不能平
衡，营运收支失衡。因此，合理
优化镇村公交线路、提高镇村公
交实载率、调整镇村公交班次密
度已经刻不容缓。

下一步，市运管处将根据农
村道路实际通行状况，结合乡镇
居民实际出行需求，继续适时调
整、优化镇村公交运行线路，不
断推进客运通达的质量，满足广
大农民群众的乘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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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指按一定规定或
标准将垃圾分类储存、分类投放
和分类搬运，从而转变成公共资
源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分类
的目的是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
和经济价值，力争物尽其用。

垃圾在分类储存阶段属于
公众的私有品，垃圾经公众分类
投放后成为公众所在小区或社
区的区域性准公共资源，垃圾分
类驳运到垃圾集中点或转运站
后成为没有排除性的公共资
源。从国内外各城市对生活垃
圾分类的方法来看，大致都是根
据垃圾的成分构成、产生量，结
合本地垃圾的资源利用和处理
方式来进行分类的。

今年 7月 1日，《上海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根据
规定，个人或单位未按规定分类
投放垃圾都将面临处罚。这标
志着上海迈入了“垃圾分类强制
时代”。与此同时，全国多地也
陆续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
代”。其实早在 2000年，垃圾分
类工作就已经启动，但19年过去

了，垃圾分类在一些试点城市推
进缓慢，很多人对各种垃圾依然

“傻傻分不清”。
每个人每天会产生很多垃

圾，在一些垃圾管理较好的地
区，大部分垃圾会得到卫生填
埋、焚烧、堆肥等无害化处理，而
更多的地方，产生的垃圾则常常
被简易堆放或填埋，导致臭气蔓
延，并且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体。
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费用是非常
高的，根据处理方式的不同，处
理一吨垃圾的费用约为一百元
至几百元不等。人们大量地消
耗资源，大规模生产，大量地消
费，又大量地产生着垃圾，长此
以往后果将不堪设想。

众所周知，垃圾是放错地方
的资源，既然是资源，对人类来
说应该是有益的东西，那为什么
有益的东西会被称为无用的“垃
圾”呢？实际上，这并不是垃圾
的错，错在人类长期以来对垃圾
在认识、理念和行为上发生了根
本性的偏差，导致本可以利用的
资源被放错了地方，以致于被冤

屈为垃圾多少年。在进入习近
平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再也不能
容忍这种不正常的现象长期存
在下去，要为垃圾平反，怎么平
反呢？那就是做好垃圾分类工
作。通过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则
能够达到垃圾真正对人类“益”
起来的目的。

具体来讲，垃圾分类处理的
优点有以下几点：

一、减少占地
生活垃圾中有些物质不容

易降解，会使土地受到严重的侵
蚀。垃圾分类，去掉可以回收
的、不易降解的物质，减少垃圾
数量达 60%以上，在占地上带来
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二、减少污染
目前我国的垃圾处理多采

用卫生填埋甚至是简易填埋的
方式，占用上万亩土地；并且导
致蚊虫、苍蝇乱飞，污水四溢，臭
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废弃的
电池中含有金属汞、镉等有毒的
物质，会对人类的身体健康产生
严重的危害；土壤中的废塑料会

导致农作物减产；抛弃的废塑料
被动物误食后导致动物死亡的
事故时有发生，凡此种种，不一
而足。因此垃圾的回收利用可
以大大减少对环境的危害。

三、变废为宝
我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

达 40多亿个，方便面碗 5~7亿多
个，一次性筷子数十亿双，这些
占生活垃圾的 8~15%；1 吨废塑
料可回炼 600公斤的柴油；而回
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
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一吨易拉
罐熔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
块，可少采20吨铝矿。生活垃圾
中有 30%~40%的可以回收利用，
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这个小本大
利的资源。此外还可以利用易
拉罐制作笔盒，既环保，又节约
资源。而且，垃圾中的其他物质
也能转化为资源，譬如食品、草
木和织物可以堆肥，生产有机肥
料；垃圾焚烧可以发电、供热或
制冷；砖瓦、灰土可以加工成建
材等等。各种固体废弃物混合
在一起是无用的垃圾，分选开来

则可以化为对人类有益的资
源。如果能充分挖掘回收生活
垃圾中蕴含的资源潜力，仅北京
每年就可获得 11亿元的经济效
益。可见，消费环节产生的垃圾
如果能够及时进行分类，回收再
利用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最好途
径。

总之，垃圾分类是变废为宝
的必由之路，需要重点指出的
是，垃圾分类同时又是一项复杂
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
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
我们持之以恒、循序渐进、不断
投入、久久为功地长期抓下去，
我们有理由相信，垃圾分类这个
星星之火最终是一定可以形成
燎原之势的。 徐卫斌

垃圾分类是变废为宝的必由之路

本报讯 （记者 束丽娜）
在充满生机的仲夏时节，由柴
田町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中岛亮
祐带领的访问团如约而至。昨
日上午，在阵阵婉转悠扬的古
乐器弹奏声中，一场为纪念我
市与柴田町缔结友好城市 25周
年的书画作品交流展在文化城
一楼大厅拉开帷幕。

据悉，此次书画作品交流
展由市政府主办，市政府外事
办、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市

教育局、市文联共同承办，展
期5天。参展的100余幅书画作
品中，有 67 幅来自日本柴田
町，有 45 幅出自我市中小学
生。作品以多样的风格和多元
的话语，诠释了两市町书画爱
好者对生活的热爱、对传统友
谊的歌颂。

开幕仪式上，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赵立群对远道而来
的日本友人表示欢迎。柴田町
自 1994年与我市缔结为友好城

市，25年来，两市町一直在经
济、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
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和合作。尤
其在书画方面，截至 2018 年，
我市分别从市中小学及相关团
体 23次选送各类书画优秀作品
1720余幅参加交流。赵立群希
望两市町进一步巩固传统友
谊，在更大领域、更广范围加
强交流与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今年 69岁的小泉友子是第
二次随代表团来丹访问。她表

示，日中交流源远流长，书画
是沟通双方文化的重要桥梁，
自己也学习书法长达 15年，希
望今后能够一如既往地开展此
类书画交流活动。

观展后，柴田町访问团还
来到我市荆林学校，与该校的
师生一道切磋书画，并参观了
季子庙九里沸井、三吕故居、
丹阳眼镜博物馆等地。

翰墨飘香 书画传情
丹阳与柴田町缔结友好城市25周年书画作品交流展昨开幕

为弘扬中华民族敬
老爱老的传统美德，昨
天，云阳街道财政分局
志愿者服务队发起“敬
老院慰问”活动，联合
爱心企业——八分饱餐
饮管理公司采购了一批
杏虎村的水蜜桃，送到
珥陵镇敬老院的每位孤
寡老人手中。（记者 萧
也平 通讯员 冯国华 摄）

暑期来临，朝阳新村
社区邀请南京师范大学
中北学院的学生，共同
开展社区夏令营系列活
动之“暑期公益课堂”，
为辖区内的小学生们辅
导 功 课 。 在 公 益 课 堂
里，孩子们齐聚社区会
议室里写作业，遇到不
会的问题，中北学院的
大哥哥大姐姐们就会及
时解答。（记者 尹媛 通
讯员 柳婉 摄）

社区举办
暑期公益课堂

爱心桃子
赠孤老

本报讯 （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王涛洪） 7月11日晚，丹北
镇西丰村勤丰二组被 60 余盏太
阳能路灯点亮。爱心企业家王朝
阳自掏腰包 2万多元，为村里 3
条主要道路安装了太阳能路灯。

据悉，西丰村勤丰二组区域
范围较广，路灯较少，村民晚上
外出办事、生活休闲都不方便。
丹阳亿科农林机械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朝阳是该村人，他从解决乡
亲们生产、生活现实困难入手，
出资2万多元在村主要干道安装
了 60 盏太阳能路灯，解决了村
子夜间照明的问题，保障了村民
夜间出行的安全。

企业老总出资2万
多元为村民安装
路灯

市运管处开展镇
村公交优化线路
勘查

本报讯（记者 茅猛科 通
讯员 吴龙）近日，吕城司法所
组织辖区全体社区服刑人员到
该镇井园村开展环境卫生社区
服务，打造优美和谐的生活环
境，为创建省卫生镇贡献力量。

当天，社区服刑人员带着
劳动工具，在司法所工作人员
的带领下，分工合作、有序配
合，有的用扫帚清扫道路垃圾，
有的用铁铲、镰刀铲除路边杂
草。短短一上午，井园村的卫
生环境焕然一新。司法所有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参加劳
动，进一步加强社区服刑人员
的社会责任感，有助于他们早
日回归社会。

吕城组织社区服刑
人员助力创建省卫
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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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信息
●诚聘 20~60岁，初中以上素质高，月薪 5000元
以上享五金，优秀者年薪30万以上，15996838083
●西门厂里招门卫烧饭夫妻俩，
联系：18052881285

遗失信息
●周新青遗失丹阳市陵口镇周
新青卤菜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 副 本 ， 编 号 ：
JY13211810079561，声明作废。
●王灿星遗失丹阳市开发区晴
遇奶茶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23211810085898，声
明作废。
●丹阳市云阳镇居佳房产中介
服务部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编
号 ：321181000201805290063，声
明作废。
●张伟民、顾晓芬遗失丹阳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收款收据，号码：
0002146，声明作废。

●丹阳市开发区锦园小厨小吃
店遗失税控盘，声明作废。
●缪凯遗失丹阳市云阳镇萌象
石板烤肉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正
本 ：321181000201706150140，副
本 ：321181000201706150284，声
明作废。
●缪凯遗失丹阳市云阳镇尚海
生煎包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编号：JY13211810019815，声明作
废。
●缪凯遗失丹阳市云阳镇尚海
生煎包店营业执照正本，编号：

321181000201607130094，声明作
废。
●唐敖金遗失丹阳市开发区尹
信梅日用品商店营业执照正副
本 ， 正 本 ：
321181000201503110155，副 本 ：
321181000201503110157，声明作
废。
●袁超遗失丹阳市云阳镇伊味
儿休闲食品经营部营业执照正
本 ， 编 号 ：
321181000201608240105，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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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类广告：每件100元
◆分类广告：一行16个字50元收费标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市场

方便快捷 价格便宜 天天都有 欢迎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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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位于丹阳市高新区凤凰工业

园有一处厂房和土地（建筑面积

约 8500m2、土地面积约 14500m2）

转让，双证齐全，有意者请与曹先

生联系！13852939920

转让信息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7
月 3 日起，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全
面取消手机交通一卡通开卡费。
安卓手机用户及华米手表用户均
可免费开通京津冀互联互通卡，
凭借一部手机畅行包括北京在内
的全国300余座城市。

2018年底，“新华视点”记者
曾针对北京、广东等地的手机交
通一卡通开卡费收费依据及其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报道。那么，此
前手机交通一卡通开卡费收费中
存在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该开
卡费能否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取
消？

北京取消开卡费：技术成熟、
运营高效、成本下降

记者了解到，2019 年初，北
京市交通部门将“取消手机一卡
通开卡费”列为全年重点工作之
一加紧推进落实。据北京市政交
通一卡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全面取消开卡费后，华
为、小米、OPPO、VIVO、魅族、三
星、一加等支持手机交通一卡通
的多个品牌手机用户均可免费开

卡。另外，苹果手机用户也有望
在近期享受免交开卡费。

此前，想开办北京手机交通
一卡通业务，华为、小米等安卓手
机用户需缴纳几十元开卡费，且
该费用退卡时不退还，迁卡时需
重交。苹果手机用户则需缴纳一
定金额的可退还服务费。为何现
在能做到全面取消呢？

“当前，手机交通一卡通技术
渐趋成熟，运营效率明显提升，这
些都为取消开卡费奠定了基础。”
北京公交一卡通公司方面告诉记
者，起初收取开卡服务费，主要用
于一卡通系统扩容、技术平台的
建设和完善及手机硬件、服务运
维等方面。从 2013年发展至今，
相比此前为实体卡一卡通产品做

“备胎”的阶段，当前手机一卡通
技术稳定、运营成熟且用户体验
良好，取消开卡费的条件已逐步
成熟。

其他城市：有的提前退，有的
限时减免，有的变换名目继续收

除了北京，多数城市一卡通
机构对于全面取消手机端开卡费

态度不积极，有些城市的减免政
策设置了各种附加条件。

记者在华为钱包 APP 中的
“交通出行”功能中发现，一些城
市一卡通开通图标上标注着零元
开卡，点开后却发现仅是一种限
时限量的促销活动。比如，郑州
城市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
绿城通卡，免除了原价25元开卡
费，但注明“限时0元开通，7万名
额”；同为京津冀互通卡，石家庄
一卡通科技有限公司发行的一卡
通虽然也标注免去了原价 16 元
的开卡费，但该措施也是“限时开
通，2万名额”的促销手段。

上海公共交通卡公司向消费
者承诺于办卡次日提前退还 20
元开卡费的优惠福利，但必须满
足下载上海交通卡 APP 并在其
上完成银行卡实名认证的条件。

另外，还有些城市的一卡通
仍在收取或变换名目收取不可退
开卡费。比如，手机端办理“重庆
畅通卡”时，需支付 20 元的开卡
服务补偿金。据发卡公司客服介
绍，这个服务补偿金类似于实体

公交卡的押金。卡片开通成功
后，公司连续20个月每月从服务
补偿金中扣减 1 元，退卡时将不
再退还服务补偿金。

其他如广东的岭南通、江苏
的金陵通等多数手机交通一卡
通，在办卡时仍要收取金额不等
的开卡费，且该费用在退卡删卡
时也不退还。

记者询问了岭南通、金陵通
等多家卡发行机构及其合作技术
公司，对方均称近期没有全面取
消开卡费的计划。

专家建议扩大城市合作互联
推动减免开卡费

交通运输部于 2019 年初确
定当年将推进 12 件交通运输更
贴近民生的实事，“实现全国 260
个地级以上城市交通一卡通互联
互通，其中20个地级以上城市实
现交通一卡通移动支付应用”就
在其中。北京一卡通公司方面告
诉记者，此次全面免除开卡费，正
是为了推广便民措施，全面落实
交通运输部互联互通工程。

但由于相关政策中并未明确

规定免除开卡费相关内容，不少
城市一卡通运营机构多以成本为
由，继续维持其开卡费收费政策。

此前，交通运输部相关业务
负责人曾表示，开卡费问题目前
尚存争议，未做硬性规定。专家
认为，全面取消开卡费将吸引更
多用户使用手机交通一卡通，加
速交通一卡通行业线下向线上转
换，扩大线上市场规模，是既利好
行业又便民惠民的举措，也是该
领域发展的必然趋势。

“各地都应全面取消手机交
通一卡通开卡费。”北京电子商务
法学会会长、中消协专家委员会
专家邱宝昌律师认为，手机交通
一卡通带有明显的公共服务属
性，不应单方面强调营利性而忽
略其公益性，相关成本完全是企
业应支出且可消化的。

“根据我国价格类法律法规
立法精神，此类运营成本应统一
体现在票价当中，而不应在票价
之外另立名目收取，否则涉嫌进
行多重收费。”邱宝昌说。

新华社石家庄7月11日电
小程序因“用完即走”、不用下载安
装等特点，近一两年来发展迅猛。
但记者调查发现，在给生活带来便
利的同时，小程序也暴露了诸多问
题，有的成为虚假宣传的“重灾
区”、售假高仿的“新天地”，有的扮
演着套路贷等违规APP“中转站”
的角色……专家建议，企业应出台
完整的监管运行规则，并将相关数
据与公安、工商、金融等部门共享，
对违法犯罪活动实施联合打击。

大发展暴露诸多问题
“有了小程序，再也不用安装

这么多APP了。”家住河北石家庄
的杜鹏喆用微信小程序开锁了一
辆共享单车后十分感慨。

目前小程序应用场景不断丰
富，深受各大平台热捧。数据显
示，2018年底微信小程序数超230
万、日活用户超2.3亿人次；百度日
前公布他们的智能小程序月活用
户2.5亿人次，入驻小程序数量突
破15万个……

但就在小程序大发展的同
时，其问题也逐渐显露：

——屡禁不止，成售假者的

“新天地”。记者在微信小程序搜
索“手表”“运动鞋”等内容，发现大
量售假小程序。某小程序商家向
记者“推销”称，一款市场售价近
10万元的瑞士表只卖3800元。“该
表属于高仿，如果购买可选择货到
付款或微信转账，超7天后不退。”
商家说。

——无序植入广告成虚假宣
传“重灾区”。记者体验部分游戏
类小程序后发现，如想获得更多的
游戏币、游戏钻石等，就需要观看
企业投放的广告。打开一款名为

“全民漂移3D”的游戏小程序，部
分广告称下载相关APP后，“看 1
个视频可赚1元”，但实际只能赚2
分钱。一位游戏小程序开发者告
诉记者，目前广告审查严格，但只
要愿意多花钱，他们仍可帮忙推。

——“套路贷”等违规软件的
“中转站”。在多个互联网公司的
小程序中搜索“贷款”，并填写相关
信息后，记者收到了营销人员的微
信或QQ号，而当记者添加后，才
发现对方推荐的贷款工具实为“套
路贷”。有的小程序还成为涉黄、
涉赌内容的“中转站”，不法分子通

过小程序将人流量引到指定聊天
群后，接下来的就是色情交易和赌
博活动。

——“签到打卡”成部分商家
的“印钞机”。早起打卡、学英语签
到、背古诗词打卡……类似这样的
分享在朋友圈十分活跃。按照规
则，每名参与用户先交一些保证
金，每天按时用手机签到或分享
到朋友圈，一定时间后就可以赢
回保证金并获得额外收益。而有
开发者却透露，这些程序运营者
可更改后台数据，用户所缴纳的
保证金可能面临“一去不返”的境
地。

准入门槛低 几百元就可以
实现“私人订制”

资料显示，百度、阿里、腾讯
正加快打造各具特色的小程序生
态，华为、小米等知名国内手机厂
商也力推基于小程序的轻应用项
目。记者从上述公司获悉，为切
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
害，这些互联网公司会不定期清
理一些违法违规小程序，对一些
敏感词、关键字进行屏蔽。

但部分受访专家认为，目前

各平台都处于大力吸引小程序商
家加盟，快速扩张乃至竞争加剧
阶段，平台“自己查自己”能否客
观公正有待进一步观察。且从现
状看，小程序还多为事后监管，

“变换马甲”后继续活跃的情况大
量存在。

小程序为何乱象屡禁不止？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商业小程序门槛极低。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发现，仅需
几百元就可以私人订制一款小程
序。多位商家称，相较于APP高
昂的开发费用，一款小程序开发
成本极低，即便因违规被封禁，改
动代码、“变换马甲”后仍可继续
上线，代价小。

二是平台方把关不严。虽然
相关企业会“不定期清理违规小
程序”，但这种事后监管、再封禁
的处罚措施对于企业来说力度远
远不够。

三是消费者自身不懂“条
款”，后续举证难、维权难。部分
受访者表示，他们喜欢参与一些
刷爆朋友圈的网红小程序，对授
权对方使用自己的个人信息等细

节并未注意，对较长的条款更不
会关注。一位小程序开发者直
言，一些企业的法务在相关用户
协议中，常常加入一些对企业有
利的内容，再把类目设置得五花
八门，这样造成用户后期维权会
相对困难。

平台公司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行业亟待立“规矩”

“小程序等一些新技术或产
品上线时，企业对存在的一些风
险或潜在隐患视而不见，先上线
后治理的情况在互联网公司十分
普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
经济学博士后盘和林认为，如果
靠企业自身平台监管，即使平台
有相关“规定”，但作为利益既得
者，也较难避免问题的出现。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
心副主任朱巍说，小程序的平台
应对小程序的资质进行审核，将
小程序运营者背后的公司、自然
人、开发者、知情者，包括平台都
纳入信用积分体系中去。如果信
用积分降低到一定程度，就要对
平台降权，使其不能再有小程序，
对数量进行限制。

北京全面取消手机一卡通开卡费，
还有哪些城市会跟进？

套路贷“中转站”售假者“新天地”
——小程序乱象待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