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南城街道明
珠花园在小区全体居民中开展
了生活垃圾分类调查，调查结果
显示，居民们参与垃圾分类的热
情很高，80%的居民表示要从自
身做起，做好自家的生活垃圾分
类，更有 26%的居民表达了参与
小区垃圾分类志愿服务的意
愿。垃圾分类意识在小区居民
中已深入人心。

记者随机走访了明珠花园
小区几户住户，发现住户家里基
本都配备了3—4个垃圾桶，分别
用来投放不同的垃圾种类，生活
垃圾分类意识较强，尤其是住户
家里的小朋友们谈起垃圾分类
都有话要说。

小区住户陈缜韬告诉记者，
垃圾分类的大部分知识都是从
学校或者小区里获悉的，除了
宣传手册、小区的微信群也会
经常发一些相关知识信息。小
区住户刘梓睿说垃圾分类可以
让她明白减少环境污染，提高
环保意识。

据小区业委会介绍，根据省
级示范文明县城创建的标准，明
珠花园小区物业对标对点配齐
垃圾分类运送车和分类垃圾桶
等，发动小区志愿者服务队精心
组织垃圾分类督导员，监督引导
居民做好垃圾分类入桶。

据悉，明珠花园在创建文明
小区的过程中，通过微信小程序
的方式向小区居民开展了垃圾
分类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居民最关注有害垃圾和易腐垃
圾的处理，占比分别为 47%和
43%。小区居民的环保意识强
烈，有 79%的居民认为垃圾分类
可以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有 62%的居民认为分类
垃圾集中处理可以节约能源，促
进可持续发展，还有 46%的居民
认为回收来的垃圾可以重复利
用，体恤环卫工人的居民也不
少，40%的居民认为垃圾分类可
以减轻环卫工人的工作量。

调查发现：“家里垃圾桶没
有分类”、“觉得分类后还会混

运”、“不了解垃圾分类知识”、
“觉得麻烦不愿意分类”等因素
阻碍了居民更好地做好垃圾分
类。但居民们参与垃圾分类的
热情很高，80%的居民表示要从
自身做起，做好自家的生活垃
圾分类，有 64%的居民表示要
进一步学习掌握生活垃圾分类
知识，有 45%的居民表态会积
极宣传，鼓励邻居、亲友参与
生活垃圾分类，更有 26%的居民
表达了参与小区垃圾分类志愿

服务的意愿。
“我们县城正在创建文明县

城，小区也在创建文明小区，下
一步我们把生活垃圾分类这块
纳入文明家庭评选的一个内容，
在小区全部居民中间评选出若
干户的文明家庭，让文明创建的
氛围更加浓厚。”明珠花园小区
业委会成员胡朝旭如是说道。

据悉，今年8月份以来，温州
市实施浙江省最新发布的《城镇
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生活垃圾

被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易
腐垃圾、其他垃圾四大类。市民
和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区责
任人不按生活垃圾分类规范的
要求分类投放和收集，将会受到
行政处罚。单位和个人违反未
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市容和
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处200元
以下罚款，对单位处 5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记者 潘笔涵 李尚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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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虽然阳光明
媚，但是明显感到了冷空气带来
的寒意。昨天清晨，我县岩坦与
黄岩、仙居交界处的大寺基出现
雾凇，整个树枝被白霜裹满了全
身，晶莹剔透，雾凇树挂分外美
丽，预示冬季的脚步已经近了。

据县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
12月份我县进入冬季（常年入
冬时间：12月 4日），气温下降，
降水减少，冷空气势力加强，当
冷空气影响时，常常出现降温、
大风和雨雪天气。 受冷空气影
响，明天早晨我县气温偏低，将
跌破 5℃，最高气温在 12-13℃
左右，沿江和高山地区还有5-7
级偏北大风。

据县气象台分析预测，预计
12月上旬我县平均气温接近常
年同期，雨量接近常年同期或偏
多。预计 12 月我县平均气温
10～12℃ ，较 常 年 同 期 气 温
（10.2℃）偏高，降水量30～50毫
米，较常年同期雨量（45.2毫米）
略偏少。预计 12月主要有 4次
冷空气过程，分别发生在12月上
旬前期至中期（较强）、12月上旬
后期（较强）、12月中旬后期至下
旬前期（中等）、12月下旬中期至
后期（较弱）。12月上旬2次冷空
气过程分别为 1日夜里～3日、
6～7日，有降温和大风过程，12
月 15日～12月 20日，中等强度
冷空气。 记者 吴南杰

冷空气造访，我县迎来雾凇景观
预计12月我县有4次冷空气过程

本报讯 上周本报以《不幸
女子多病缠身 清贫家庭不堪重
负》为题报道了碧莲镇梧岙村刘
文文的不幸遭遇。 昨天，县慈
善总会会长徐宗仓一行来到温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看望
了刘文文，并给他们送上 6000
元的救助款。

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肾内科·风湿免疫科病房
内，记者看到了躺在床上的刘
文文。刘文文告诉记者，10月
29日住进医院，今年是第三次
住院了，这次被查出其身患尿
毒症、贫血、消化道出血等种
种病症，住院一个多月已经花
了10多万。

据了解，6年前，刘文文被
查出糖尿病开始，每年都要住院
一两次，一次花费就需几万，6
年来林林总总几十万已经花下
去了。刘文文的老公身体也不

好，已经做了两次手术，却还坚
持出去打临工赚点钱，给刘文文
看病。儿子潘伯程工作远一点
的也不能去，只能就近打一点零
工，好方便照顾母亲。

为了交齐一张张缴款单上
的数字，刘文文一家如今已是借
遍了亲朋好友，但却杯水车薪，
后续的治疗费用重重地压在一
家三口身上。如果您愿意伸出
援手，帮帮他们，也可联系本报
记者帮帮团热线 82972222，或
通过账号捐款，永嘉县今日爱心
工作室 (本报爱心专户)账号：
201000150504945，开户行：浙江
永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部，或户名：永嘉县慈善总会；
账号：33001627635050003041；开
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永嘉县支
行 (注：请在银行汇款单的“备
注”一栏选项里注明“刘文文”)。

记者 潘金花

《不幸女子多病缠身 清贫家庭不堪重负》后续

县慈善总会送上6000元救助款

截至 11月 30日，又有 2家企业参与捐资，共捐资 3800元。
现将捐资情况公布如下：

浙江伟峰机械有限公司 1800元
正洲泵阀制造有限公司 2000元

本报讯 日前，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深化收费公路制度
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实施方案》，明确提出，2019
年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国高速
公路省界收费站。各省高速公
路入口车辆，使用ETC比例将
达到 90%以上。为了方便广大
还未办理ETC的车主，最近几
天，我县公路管理局和各大银
行都来到各个高速出口设立便
民服务点，为车主现场办理安
装ETC。

昨天上午，记者跟随县公
路管理局来到黄田高速口和温
州北收费站等地。每个收费站
都有各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在为
来往车主办理ETC。江西省的

易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工作需
要经常上高速，此前一直都没
有办理ETC，今天看到这里有
便民服务，就前来办理也方便
今后工作需要。 车主涂先生也
说，服务点的服务非常到位细
致，最主要是让他们不用专门
跑一趟银行，而且安装 ETC
后，也能节省高速费用，一举
多得。

此外，县公路管理局、交
警及各银行工作人员也会在收
费口询问并引导未办理ETC的
车主前往办理。记者了解到，
此次活动在11月30日开始，两
天下来，我县5个高速口的服务
点已经为300余位车主办理并安
装了ETC。

银行工作人员介绍，办理
ETC时只需要带上驾驶员的身
份证和行驶证、银行卡，开上
车就能快速办理安装，安装之
后可以立即使用，使用起来也
十分方便。此外，接下来我县
部分停车场、小区入口也将会
使用 ETC 系统对车辆进行收
费，及时安装可以带来极大的
便利。

记者了解到，为了尽快满
足群众需求，下一步，县公路
管理局还会继续安排人员在各
高速出入口为往来车主免费安
装ETC，同时也会安排农商银
行的工作人员下乡进村宣传，
上门对市民进行服务。

记者 高杜欣 章捷诺

老年人集中扎堆办理《优待证》，原是传言作祟
运管部门提醒：老年人乘坐公交车凭身份证、市民卡等有效证件一样享受优待

明珠花园向小区居民开展了垃圾分类问卷调查

垃圾分类在小区居民中深入人心

高速出口设点免费办理ETC，方便！
两天时间我县5个高速口便民服务点已为300余位车主办理并安装了ETC
我县部分停车场、小区入口也将会使用ETC系统对车辆进行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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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30日上午，永
嘉交警桥头中队在桥头高速口
开展执勤过程中，发现一驾驶员
谎报他人身份并且无证驾驶，被
交警的火眼金睛一眼识破。

当天上午 10时许，桥头中队
民警在对路上的车辆进行逐一靠
边 检 查 ，在 检 查 到 一 辆 浙
C6XXX3的雪铁龙轿车时，示意
其驾驶员出示驾驶证，男子称证
件忘记带了，身份证也记不住。
男子表示自己叫龙波，1992年6月
12日出生，四川人。在民警进行
查询时，驾驶员还表示自己打电
话可以让人把证件送过来。民警
通过警务工具进行查询时，并未
发现与男子提供相符的人员信
息。男子还将一条朋友发来的信
息展示给民警查看，并表示自己
刚刚记错了自己是90年出生的。
当民警心底起了疑惑对男子提供
信息进行进一步查询时，一眼就
发现该男子提供的信息完全是两

个人。民警立即示意其下车并告
知驾驶员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在
事实面前驾驶员向民警坦白自己
提供的信息确实不是本人。

驾驶员向民警坦白自己的真
实身份信息，他叫郑某某，没有从
正规渠道考取过驾驶证，以前在老
家的时候常有跟人开过大货车，一
直没出过事，所以越来越胆大。当
天上午从双屿上高速往桥头方向
行驶，刚下高速就被交警查获。龙
波是自己很好的朋友，知道他有驾
驶证，本想蒙混过关，不曾想把对
方的身份证与自己的身份信息搞
混，结果第一次用就被交警发现。

目前，郑某因无证驾驶被永
嘉公安机关拘留。

交警提醒，无证驾驶者缺乏必
要的交通安全知识和驾驶技能，不
遵守交通规则，容易引发交通事
故，威胁自己和他人生命财产安
全，切不可心存侥幸，害人害己。

通讯员 单海建 黄小钢

“坑友”男子无证驾驶被查获
谎报好友身份想瞒天过海

本报讯 我县城乡公交一
体化运营于 11 月 30 日正式实
施。昨天，许多年满 60周岁的
老人扎堆到县行政服务中心民
政窗口办理《优待证》，给窗口
办证系统带来考验。运管部门
提醒：除《优待证》以外，老
年人凭身份证、市民卡等有效
证件一样可以享受优待。广大
市民，不要听信谣言，避开近
期的业务办理高峰期。

现场 人头攒动办理《优待证》

12月 2日，城乡公交一体化
运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上午9
时许，记者来到县行政服务中心
一楼，看到办证窗口办理《优待
证》业务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
围了个水泄不通。等待办证的
大多数都是 60周岁以上的老年
人，办证工作压力巨大，不时有
工作人员用扩音喇叭呼吁市民
遵守办证秩序。现场，有市民表
示，他们此前收到通知，“城乡公
交一体化运营”后，没办理《优待
证》的不再享受特殊群体优惠政
策，所以一大早就赶了过来。

记者随机采访发现，其中绝
大多数人都是来办理《优待证》
的老人。来自石染的章陈义告

诉记者，他昨天在瓯北至巽宅的
车上听售票员说必须要办证，所
以早上 7 时 50 分就来到了现
场。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受到传
言影响，大厅办证业务爆满，为
提高工作效率，办证窗口增加了
工作人员，并采取增设窗口、延
长时间等方式尽量多办证，缓解
办证压力，但是仍难以满足群众
的办证需要。

在咨询处，工作人员一遍遍
地对前来问询的人做解答，表示
政策没有变化。记者注意到，这
些咨询者中，有不少只是早起遛
弯的路人。“听说3天内还可以用
身份证代替，过了 3天只认老人
证了。”“我听说能有 2 个月过
渡。”……记者注意到，排队的人
们纷纷在谈论着这些并没有“信
源”的消息。而当记者追问“听
谁说的”时，很多排队市民只是
跟风，他们根本不清楚消息来
源。有市民翻出了一条朋友圈
消息：“……请群友们告诉自己
的父母亲一定要带身份证和老
人优待证乘坐大小楠溪公交车，
未办到老人卡的，到上塘电业大
楼一楼带身份证免费办理，也可
以给亲戚朋友带去办理……”

王雪华是瓯北至碧莲专线

上的一名售票员，她当天是为
家人来办理《优待证》。“这个
就是老百姓自己发起的，你办
我也办，生怕办晚了。”来自珠
岸村的陈飞将为 26位村民代办
《优待证》。

辟谣凭有效证件一样享受优待

办证窗口工作人员表示，他
们联系运管部门了解到，除《优待
证》以外，老年人凭身份证、市民
卡等有效证件一样可以享受优
待。如果市民碰到有售票员不承
认其他有效证件，无法享受优待，
可以拨打 12345 进行投诉。另
外，一些前来办证的老年人由于
年纪大、听力不好，办证时存在交
流困难的问题。建议老年人办证
时最好有直系亲属陪同，或也可
委托亲友办理。

记者随后从县道路运输管
理局副局长金孙策处了解到，城
乡公交一体化运营是我县的十
大民生实事之一，而《永嘉县特
殊群体优惠乘坐城乡公交车实
施办法》等有关配套措施正在制
订中，在出台前的试运营期间，
70岁以上老人、盲人、军人、残疾
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
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因公致残

的人民警察和荣获国家无偿献
血奉献奖的献血者等特殊群体，
免费乘坐公交车，60-70岁老人
半价乘坐城乡公交车。上述特
殊群体在乘车时凭身份证、市民
卡、老年人优待证等相关有效证
件即可优待乘车。他提醒，关系
到民生的政策，要依据政府相关
部门公开发布的信息，不要相信
传言和谣言。即便确实需要办
理《优待证》的，也不用着急，按
照程序一步步办理即可。

记者发现，60-70岁老人的
《优待证》是篮证，70岁以上的则
是红证，相较于身份证、市民卡

等证件，售票员不用再计算老人
的年龄，给予不同的优惠。

“知道这个情况后，我们了
解了一下，确实有个别售票员在
自己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擅自
跟老人讲，没办证的尽快去办。
现在，我们再次对售票员明确，
只要凭有效证件就能享受优
待。”县联运公司总经理全显敏
表示，从一开始的误传，再经过
好心人热心肠口口相传，在朋友
圈里发酵就成了这样子。他也
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听信传言，
避开近期的业务办理高峰期。

记者 潘益风

本报讯 连日来，记者在东
城街道龙浦小区雨污分流改造
工程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在不
停地作业，施工人员按装雨污分
流改造管道、泥沙回填基坑、砌
雨污水检查井等一派紧张有序
的施工景象，截至目前，雨水、污
水管道铺设接近尾声，给水管铺
设完成，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70%，预计在年底完工。

该工程建设共有 17幢 180
户，小区现状主要为雨污合流系
统，部分污水及雨水直接路面或污
水流入雨水井，且局部管道堵塞、
破损等情况。给水管道破损、管内
锈迹斑斑，水管中的产生红黄水，
影响居民健康。此次改造主要将

雨水、污水管道分流制，并将未纳
入的生活污水纳入新建污水管
网。在改造过程中，该小区因地制
宜，将改造与环境综合整治结合，
对小区路面地面进行改造，重新划
画停车位，整理绿化带，在有效解
决小区污水横流、雨水四溢顽疾的
同时，提升了小区及周边的环境品
质，提高居民幸福感。

通过新铺设的管道将生活
污水与雨水分离，分别形成独
立的雨水、污水收集管网系
统，实现“让污水走污水管，
雨水走雨水管”， 并对化粪池
进行改造，最终实现让雨水和
污水各行其道，进一步提升小区
环境质量。 特约记者 周星金

雨水污水各行其道
东城街道龙浦小区雨污分流管道改造顺利，目
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预计在年底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