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版
专刊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王恬

电话：0715－8128771咸宁网事2020年11月27日 星期五

E-mail:693460350＠qq.com

快递包装何时实现绿色回收？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城铁高架落石伤人
部门：已勘察整改

本报讯 记者刘珊珊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
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11月8日，他于十六潭公园停车场
处停车后步行入园散步，在路上行走途中，城铁从高架桥
路过，压到石头导致石头掉了下来。砸中女朋友头部，致
使头部受伤，所幸砸中部位伤口较小。请有关部门重视此
次事件，建议在城铁城区范围内加装护栏，防止此类事件
再次发生。

咸宁市城管委就该事项与武汉桥工段相关负责人进
行了联系沟通，了解到武咸城际铁路全线属于无碴轨道铺
设，该网友反映在十六潭桥上掉石块砸中女友头部问题，
可能是列车通过时发生的震动导致桥梁结构表面附着物
脱落造成的。现市城管委已通知武汉桥工段进行整改。
要求他们对城铁桥下有人行通道的地方进行勘察，发现问
题及时处理，防微杜渐，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双十一”已落幕，“剁手党”们收快递
收到了手软。记者从市邮政管理局获悉，

“双十一”期间，全市的快递发货量在210
万件左右，收货量约为140万件。庞大的
包裹数量，带来了庞大的包装垃圾，这既是
对资源的浪费，也是对环境的破坏。快递
包装何时才能实现绿色回收？

快递过度包装为避免“差评”

一件快递搭一个纸盒，这已是标配。多
民网友在咸宁论坛上发帖反映，部分电商为
了避免“差评”，在包装上更是大做文章。

“一瓶蜂蜜一个包装盒，这多浪费。”今
年“双十一”市民赵先生买了4瓶蜂蜜，卖家
将每瓶蜂蜜都用气泡柱单独包裹，缠上胶
带，装到一个较小的纸盒里，四周垫上缓冲
泡沫，再装进小纸箱，最后再统一放入大纸
箱里。“尽管卖家是为了确保货物不受损，
但这样包装过度了。”赵先生说。

网购达人张女士在这次“双十一”共
买了21件商品。这几天，她平均每天收
三四个快递。她专门买了一把锋利的美
工刀，用来划开厚实的包装。至于包裹快
递的纸盒、塑料袋，就直接扔到楼下的垃

圾桶。“找人回收，要先找个地方堆放，家
里没处放；堆过道里，妨碍邻居出行，物业
也不允许。”张女士说，“总不能为了几个
纸盒，就让人上门来回收吧。”

面对大量快递包装，多数人和张女士
一样，选择直接扔进垃圾桶，少数市民表
示会把包装纸盒留作他用。“我会挑结实
点的大纸箱当作杂物箱，放放零散的东
西，那些小的就作为一次性垃圾丢垃圾
桶。”市民高女士说，“反正当成废品卖也
不值几个钱。”

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废品回收者对
于这些废弃的快递包装也不感兴趣，原因
很简单——太费手脚、利润又低。“快递包
装箱上缠的胶带纸太多，送去废品回收站
前得先把胶带纸全部撕掉。”在咸宁做了
10年废品回收的师傅老闫说，“一斤硬板
纸不过赚一两角，没意思。”

垃圾桶里硬板纸多了不少

采访中，城区环卫工人纷纷表示，从13
日开始，市区快递包装类垃圾明显增多。

负责银泉大道清扫保洁的李师傅说，
最近垃圾桶内的塑料袋、胶带、泡沫盒等杂
物多了很多，很快就会将垃圾桶填满，扔在
路上的包装袋也多了起来。“一些空气囊
类的物品，重量轻，由于市民丢弃时没有
将其刺破，导致很占垃圾桶内的空间。”

在实施了垃圾分类的小区快递类垃
圾会不会有明显变化呢？

在咸安区昱园小区，记者见到负责昱
园小区垃圾分类的服务亭专员黄霞，她告
诉记者，从16日开始，进入分类收集系统的
可回收物出现了明显增长，表现比较明显
的主要是塑料、织物和纸制品三类。“增长
最多的是硬板纸，连续几天增长都超过了3
倍。”黄霞说，平时昱园小区，进入智能化回
收系统的纸制品在4公斤到6公斤，16日达
到了20公斤，18日更是达到了30公斤。

记者在小区采访时看到，还不断地有
快递进入小区，其中不乏一些包装严密的
大件商品。“快递还在持续送达之中，过几
天可回收物还会出现明显增长。”黄霞说。

记者联系了市环卫局，该局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回应称，目前市环卫局还没有快
递包装垃圾规模的统计数据，也没有对此
类垃圾实施专门的回收处理，快递包装垃
圾一般都作为生活垃圾统一处理。该负责
人表示，除了纸板、纸箱等被拾废品人员
回收外，其他的快递垃圾大都进行焚烧。

快递包装的绿色回收难在哪里

收到货以后，快递包装该怎么处理？
据了解，为引导消费者循环利用包装盒，
今年，咸宁各快递网点设置快递包装回收
处，让快递垃圾“变废为宝”。然而记者在
探访后发现，纸箱回收量有限。

今年“双十一”，菜鸟网络推出了“菜鸟
绿色行动”，在菜鸟驿站设置回收台，投递的
空纸箱可被其他人在寄件时直接二次利用。

记者在一个回收点了解到，“确实有
人把拆下的纸盒放在店里循环使用，但不
多。”该站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近一
直忙着收件、取件，根本没有时间收集、整
理空纸盒。

“快递包装的绿色回收，还有很长一
段路要走。”市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首先是消费理念与环保要求的矛盾冲
突。对于买家来说，购买商品的完整性肯
定是第一位的，谁都不希望自己买的物品
有损伤。为此，卖家把商品包得严严实
实，甚至不惜过度包装。但从环保角度来
说，这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那些用于
加固包装盒的塑料制品更是对环境污染
严重。还有技术问题，纸箱可以回收利
用，但大量用于包装的塑料胶带和气柱泡
膜，都是难以降解，无法再利用。此外，包
装垃圾回收体系的缺失也是一个问题。
快递包装不值钱，市民不在意其“剩余价
值”，又没有指定的地方存放或回收，便随
意和家中的生活垃圾一起丢弃。

“目前，我市正在逐步以电子物流单
据取代纸质单据，以减少纸张的浪费。邮
政公司正在推广绿色包装，虽然在落实方
面没有提出具体措施和鼓励政策，但我们
还是在加大对快递包装的回收力度，提高
快递包装的再利用率。”邮政公司负责人
说，快递业的绿色环保，需要包装物料供
应商、快递企业、电商平台与商家，以及消
费者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商品房住宅不合格
部门：已答疑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一城区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自己家住藏龙府邸，但商品房
存在水、电、燃气基础生活设施未健全的问题，希望相关部
门能帮忙解决问题。

市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
开发企业必须提供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住
宅使用说明书》、《住宅质量保证书》，该局已责令开发企业
向业主提供。关于延期问题，根据《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平稳发展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开发
企业可顺延工期4个月。

关于绿化问题，因还在施工中，故未完工。关于水、
电、气问题，开发企业表示2020年底可完成。

工地施工噪音扰民
部门：责令整改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问
政平台上发帖反映，咸宁恒大名都有时下午1点多在施工，
甚至凌晨也在施工，挖机装石头噪音很大，影响周边住户
休息，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核查处理。

市生态环境局有关工作人员回复称，经监察支队市直
大队调查，情况属实。噪音污染源主要是恒大名都甲方施
工噪音扰民。

为此，该支队责令施工方严格落实以下几点：严格落
实晚上22:00至早上6:00点之间禁止施工的规定；严格落
实依法施工、文明施工的相关要求，加强对农民工宣传噪
音污染防治相关规定，严禁人为制造噪音扰民；确因夜间
施工的，要做好周边群众的沟通协调工作，并张贴告示告
知周边居民及时做好应对措施。

不动产证如何取得？
部门：已回复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问
政平台上发帖反映，他在通城县钢材机电市场鸿森雅苑购
得电梯商品房一套，至今已3年有余，但迟迟无法取得不动
产登记证，开发商百般推脱，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助解决。

针对网民反映的问题，通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
工作人员回复称，县人民政府对广大商住房业主要求办理
不动产登记手续的信访问题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了会议。
目前正在制定《通城县人民政府关于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
整治方案》、组织各职能部门针对全县23个商住房楼盘未
进行不动产登记的10046户的相关情况进行全面摸底调
查，并借鉴嘉鱼县整治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的经验，正在
启动通城县个别楼盘不动产登记的试点工作，待县人民政
府《关于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整治方案》文件出台后将全
面铺开该项工作。

根据市城管执法委统计的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有1700位车主收到了人
行道违停整治的罚单，另有500名车主
接受劝离。由此可见，本次人行道整治
下，60条严管道路的违停程度。

11月初，记者在温泉城区茶花路的
人行道前看见，原本有近2米宽的人行
道，因为两边密密麻麻、见缝插针停满了
车辆，给行人的正常通行造成了困难。
一些商店和宾馆门前停放了很多车辆，
不仅有私家车，还有货运车、电动车，把
人行道几乎全部占满，行人通行的空间
相对较小，只能在路边或者车辆的空隙
中“插空”行走。

市民朱女士告诉记者，她每次走到
这里，都要在车辆中穿梭找路，有时候从
车辆的间隙中走出来就能碰到迎面而来
的车辆，不仅不方便还危险。

“这条路上车多人也多，现在人行
道上又停满了车，每次都要穿梭在车辆

中来回找路，真的很麻烦，感觉很苦
恼。”采访中朱女士说。

除了行人之外，温泉路上的商户
对人行道违停这种情况也很无奈。“我
们要开门做生意，车子堵在门口，好多
顾客看不见，自然就不会进来了。”一
家商户的老板告诉记者，因为车辆停
在商铺门口生意不好做，好多商户试
图与车主沟通时，曾发生过不同程度
的冲突。

“停车的人都看有车停在这里，一
个效仿一个，时间长了这里就变成了停
车场，我们也给车主说过很多次，这样
很影响我们做生意，希望大家相互理
解，但是不管用，根本说不通。”做批发
生意的周先生对记者说。

市城管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告诉记
者，他从上午8时上岗开始拍照取证贴
单，短短200多米左右的距离，就有多
达20多辆违停车辆。

200米违停多达20多辆A

23日，记者在市区温泉路看到，人行
道空地上划设了整齐划一的停车泊位，
机动车整齐有序停放，城管执法人员正
对未规范停放的电动车进行摆正。

市城管执法委城区机动车停车服务
中心3个管理中队在市区主次干道进行
巡查，开展车辆停放宣传教育引导，对违
停车辆车主在现场的及时劝离，违停车
辆车主不在现场的张贴罚单，影响交通
和行人通行的强制拖移。

10月份开始，该中心对收到罚单的车
辆一律进行处罚。对5天之内未到该中心
接受处理的车辆，将违停信息移交交警信
息平台，进行处罚。倘若车主不进行处
理，将会影响到以后的车辆年审等。

“处罚不是最终目的，希望借着处罚

手段，畅通人行道，还道于民。”市城区机
动车停车服务中心主任高启胜说，往年
开展的人行道整治活动主要以教育为
主，可是效果不明显。

与此同时，该中心还将继续按照“应
规尽规、应划尽划、应处尽处、应管尽管”
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科学施划停车泊
位缓解停车难，持续推进人行道违停车
辆专项整治，维护良好市容秩序。

截至目前，该中心共施划机动车停
车泊位1.2万余个、非机动车停车泊位4.2
万余个。

“接下来，我们将人行道的违停管理
纳入常态化，城管执法队员将对整个辖
区人行道违停进行管理，哪里有违停哪
里就有他们的身影。”高启胜说。

人行道整治将常态化D

市城管执法大队负责人分析说，城区
主干道路之所以会成为违停重灾区，一方
面是周边配套的公共停车场不足，另一方
面则是小区物业没有划车位，导致停车位
稀少，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市民的意识缺
乏，“很多市民图方便，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有车位不去停，要停在人行道上。”

“这些人啊，懂得很，已经摸清楚执
法人员来巡逻贴条的时间了。”在咸安区
银桂路的人行道上，一名商家正在门口
人行道上摆设一些障碍物，防止车辆停
在自家店铺门口，“我摆这些东西，城管
执法的人也会让我收起来，但我也没办
法，门口又不是车位，可就是有人要把车
子停在这里，你看，连盲道也占掉了。”

市民郭先生因为图方便，将车直接停
在了银行门口的人行道上，还占了盲道。
当他10分钟后从银行出来，发现车子上多

了一张罚单。郭先生说，“虽然知道这样
做不好，但也是找不到车位的无奈之举，
感觉今后还是得选择公交出行。”

和有车一族的抱怨连连不同，对于步
行爱好者小青来说，近日来，城区主干道
大多变了一个模样。在中心城区商业集
聚区，私家车乱停放、乱停靠的现象少了。

“今天走在路上，感觉人行道太宽敞
了，平时都没觉得路有这么宽，这种整洁
的感觉好极了。”小青家住咸宁大道，公
司在劲风大厦，每天都步行上班，“今天
中午我们部室走路去同惠广场吃饭，都
在说人行道管一管，感觉环境都好了。”

“由于这一带餐饮店比较多，原先有
市民贪图方便，会将车停靠在人行道上，
给市民和商家都带来不便。经过一系列
的整治后，这样的情况明显减少了。”温
泉潜山路上，市民杨先生说。

步行族为宽敞路面点赞B

这段时间，自城区人行道违停整治
开始后，几乎霸占了市民小张办公室的
QQ群的全部聊天内容。

小张的单位在中心花坛保险大厦，平
时上班后，他都会将车停在单位楼下的人
行道上，现在人行道整治后，他们办公室
不少有车一族下了一个集体的决定，那就
是去周边收费停车场物色一个包月车位。

小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人行道违
停一次，罚款为100元，而周边地下停
车场一个包月车位200~300元不等，

“我们打算去租一个车位，这样每天早
上就省心好多，而且比起违停罚款，价
格也还可以接受。”小张说。

记者跟随小张走访了其单位附近
的两个地下车库。

温泉中心花坛光谷广场地下车库
的安保人员告诉记者，“这段时间来问
车位的人特别多，可能因为温泉路和淦
河大道在搞整治。”该安保人员说，这里
的车位都是光谷广场的业主的，因为受
到疫情影响，目前广场人流量不大，停
车场空车位足。

同样还有中商百货的地下车库，记
者在这里看到了多辆包月车辆，“都是
没有车位，所以来包车位的，我们这边
24小时可以停，现在要的人很多。”管理
车库的一位保安说。

包月地下停车位成抢手货C

近日，市区开展人行道违停整治，共计开出1700张罚单——

重罚，只为还道于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周琴

人行道本是为行人出行专设的道路，然

而，随着城市车辆的与日俱增，“停车难”问

题日益突出。有些司机经常将汽车停在人

行道上，侵占行人的路权，逼着行人走机动

车道。

近日，市区人行道开展违停整治。数据

显示，温泉、永安城区第一批共计60条城市

主干道路实行人行道违停整治以来，共计开

出1700张罚单。

新闻追问
问民生

街头共享单车何时回归？
部门：完成相关手续后有序投放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问
政平台上发帖反映，“距共享单车停运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
它们何时回来啊？”

该网友说，他在城区一所学校教书，以前每天早晚上
下班高峰时，他都习惯扫码一辆共享单车，骑上就走，不担
心堵车的同时，还有时间接送读幼儿园的孩子上学、放学，
非常方便快捷。

“自从共享单车停运后，感觉我的上班出行路就难了不
少。因为怕堵在路上，我每天早上6点就出门挤公交车赶着
上班，想开车出行吧，我家附近停车位又难找。”网友们希望，
在加强城市管理的同时，共享单车能再现咸宁街头。

据了解，咸宁中心城区共有哈啰、青桔、美团三个品牌的
共享电动单车，共投放了近2万余辆。各个品牌型号的共享
单车大量进驻，让咸宁的城市管理乱了方寸。由于管理规定
的缺失，加之共享电动单车的无序、大规模投放，共享电动单
车乱象一度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和城市管理的一大痛点。

今年9月，我市中心城区正在开展共享（电）单车专项
整治行动，由市城管执法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市交通运输局等部门组成的共享（电）单车专项
整治专班，约谈了城区投放共享（电）单车的企业负责人，
并动员企业将城市公共空间投放的近2万辆共享（电）单车
进行清理回收，自此，共享电单车在咸宁街头“消失”。

那么，咸宁的共享单车什么时候恢复运营呢？
市城区机动车停车服务中心主任高启胜表示，目前，

我市正在出台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规范管理办法，建立和完
善市场准入机制。要投入市场的共享（电）单车正在按照
相关规定报备，并经交警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和核发牌照，
相关手续完成后才能有序投放。

问环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