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拆开快递，随手
把包装扔进垃圾桶
的习惯需要改一改
了。日前，朝阳凌源
市推出新举措，市民

可以用包装纸箱换领“积分卡”，积
分达到一定量还能兑换寄递服务，
以推进快递包装循环利用。快递
包装攒积分提高了包装利用率，减
少了资源浪费，为快递如何“绿”起
来提供了解决思路。

据国家邮政局测算，仅 2017
年“双 11”期间，全国共产生快递
包裹超15亿件，去年全年完成401
亿件。若按每件快递产生 200 克
垃圾来算，去年全国产生的固态邮
件垃圾超过 800 万吨。而这些快
递垃圾的回收率很低，大部分都跟
生活垃圾混在一起被送进垃圾场，
不仅造成惊人浪费，还严重污染环
境。曾有人提出，从绿色循环产品
的使用，到包装回收体系的建立，
再到快递包装耗材的减量化，快递
业绿色包装是一项系统工程。快
递包装改革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就
当前来看，推进快递包装箱循环使
用，需要快递企业承担起责任，更

需要市民积极支持。
深圳曾做过调研，快递包装循

环使用周期短，回收工作量大，利
润薄，往往回收成本大于新购置材
料的成本，从经济角度上不划算，
因此快递企业回收包装的积极性
并不高。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快
递企业是提供、使用快递包装的主
体，快递包装能在企业内直接转化
使用，具备回收快递包装的天然优
势。对此，快递企业应肩负起社会
公益责任，树立支持环保、公益的
良好形象。其中产生的额外成本，
亦可以寻求环保政策支持。

快递包装之所以被弃之垃圾
桶，源于包装纸箱回收价格低，放在
家中占地方，实属无奈之举。要阻断
原有的循环链条，一方面需要有机构
来专门回收，并且采取相应激励措施
来提高公众积极性；另一方面，市民
在拆卸快递包装时还应加以保护，野
蛮拆解会把包装箱毁坏，将本能够
重复使用的东西变成废品。

市场需求越大快递垃圾越多，
资源浪费也就越严重。让快递包
装绿起来、轻起来、循环起来，我们
应有所作为。

“纸箱攒积分”
让快递包装循环起来
郭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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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10
月 31 日，美团点评集团和饿了么
集团联合发布声明，作为大连外卖
配送的主要承担单位，愿意履行企
业主体责任，从即日起，外卖配送
员统一着装，一人一证一车一码一
定位并实行实名制送餐，自觉接受
社会监督。

近几年，外卖行业迅速发展，在
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推
动了大连电动自行车在道路行驶数
量的增多。送餐员以速度为第一
位，由此而引发的交通事故增多，仅
去年一年，由摩电车引发的交通事

故死亡100多人。此次美团点评集
团和饿了么集团两家外卖行业，通
过企业自律来改善交通环境，形成
交通环境治理的良性循环。

据介绍，两家外卖配送企业发
布的声明，禁摩区域内，非市区号
牌摩托车和超标电动车于2018年
11 月 15 日前自主清退；严格行业
准入，配送员入职必须进行交通安
全学习，通过安全考核才可以上线
营运；统一着装，一人一证一车一
码一定位。同时每一名配送员身
后都贴着真实姓名，以实名制送餐
接受社会监督。

大连实行外卖配送员实名制送餐

本报讯 记者刘乐报道 近
日，本溪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举行
了执行款集中发放会，为 43 名农
民工返还工资款 28 万余元。至
此，仅一周时间，一起追索劳动报
酬纠纷案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去年5月，北京某建筑劳务公
司承建的本溪县某村护坡工程开
工，该工程被北京某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发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董
某某管理，董某某又将此工程分包
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张某
某。张某某负责实际施工，并招用
陈某某等43人，双方系雇用关系。
今年1月，因工资一直被拖欠，陈某
某等43人决定起诉。后经本溪县
仲裁、县法院、市中院判决，由张某

某于今年 3 月 21 日前一次性偿清
陈某某等 43 人 283133 元工资款，
北京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连带
责任。但被执行人张某某及北京
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各种理由
不予支付。10 月 10 日，陈某某等
43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立案后，北京某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不配合，张某某下落不明且无
财产可供执行，案件陷入僵局。但
承办法官没有放弃，发现北京某建
筑劳务有限公司在中铁某公司有
工程款。通过多方走访调查，得知
中铁某公司在本溪县某镇有项目
部。承办人立即组织执行干警驱
车赶往项目部，并采取强制措施，
确保28万余元款项执行到位。

43名农民工拿到了拖欠工资

本报讯 记者王坤报道 又到供
暖季 ，如果供热有了问题，群众仍可
通过民心网、微信公众号及手机 APP
等方式登录“供暖直通车”投诉。

“供暖直通车”由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与民心网联合开通，到今年已连
续开通 9 年。目前，该平台已与全省
682 家供暖公司和 100 家供暖主管单

位联网，及时回应并办理群众相关诉
求。在“供暖直通车”上，群众可自助选
择供暖公司或供热办，就供暖温度、维
修服务、供暖收费等问题进行留言，同
时对供暖单位的办理结果进行满意度
评价。民心网接收诉求后，会在24小时
内将问题分派到责任单位进行办理。

评价结果直接影响供暖企业满意

度排名。供暖期内，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与民心网每月定期通报全省供暖
群众满意度情况，对百姓投诉多、办理
不到位、态度敷衍的供暖单位进行公
开通报并取消其年度评优评先资格；
对突发、疑难问题及时报各地区主管
部门予以关注解决。

民心网相关部门负责人提醒，为

提高问题解决效率，群众通过“供暖直
通车”反映供暖诉求时，要写清楚小区
名称及居住地址、供暖单位名称、具体
供暖问题等方面信息，同时留下投诉
人有效联系电话，以便供暖公司及时
与其取得联系。家中供暖温度不达标
要写清楚实际温度，供暖不及时要写
清楚未供暖天数等。

供热有问题请找“供暖直通车”

每天清晨，沈阳市铁西区兴华环卫所立面队队
长刘岭带领的6台新型清扫车都会准时出现在辖区
的作业路面上，与其他环卫所不同的是，他们使用的
是科技范儿十足的清扫工具。“使用刘师傅发明的这
些清扫工具，效率提高了好几倍。”工友们说。

原来清洗道路黄线和道路立面需要 4个人 4道
工序，费时费力。刘岭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靠着
原来在炼铁厂工作过的老底子，很快就研发出了一
台新型清扫车，一个人操作，一个小时完成半天 4
个人的工作量。在环卫所的休息室，记者看到满屋
摆放着刘岭在旧物市场买来的各种零件，也正是用
这些废旧零件刘岭完成了十几个环卫工具的发明和
改进。

本报记者 周福刚 摄

环卫工刘岭
爱上小发明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在对生
产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处理时，如果事
故发生单位拒绝提供有关材料，沈阳
市将对其处以 1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
以下的罚款。10 月 31 日，新修订的

《沈阳市安全生产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对外公布，该《条例》自 2019 年 1
月1日起施行。

《条 例》明 确 ，沈 阳 市 和 区 、县
（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安全生产专
项资金，并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确保
专款专用。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
工、道路运输、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
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
位，应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
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生产安

全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协助事故调
查单位应当在事故调查组规定时限
内，提供营业执照、行政许可及资质
证明，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档案、
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明，事故现场
示意图，相关影像资料等材料。拒
绝提供有关材料的，沈阳市将对事
故发生单位处以 1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以上一年年收入 60%至 100%
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
给予政务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沈阳为安全生产订新规

事故发生单位不配合调查最高罚500万元

在营口市南楼开发区王家村，说
起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
大志，村民都笑言：还不是因为他当初
是个“傻子”，所以大家才选他当的干
部，还别说，我们当初选对了。

王大志做的傻事，就是替兄还没
有字据的债务。

2002年的一天，王大志的二哥一
家三口突然去世。王大志的二哥生前
开办了一家小型耐火材料加工厂，因

为工厂管理不健全，很多款项没有凭
证。工厂工人和债主找到王大志，要
求他开工资、还欠款。当时的王大志
也不富裕，可他想,虽然哥哥人不在
了，但也不能背负欠债不还的骂名。
他硬着头皮接手了加工厂，同时也背
上了 50 多万元的外债。这些外债中
有些根本没有欠条。有一份水泥厂的
外债，人家说欠了 6 万元，可没欠条。
王大志觉得水泥厂当初把水泥赊给二

哥，就是相信二哥的人品，人家能不要
欠条，我就不能因没有欠条不还债。
王大志本着讲究诚信也相信别人的原
则，一一还清了没欠条的外债。

“没有字据，还还啥？”在有些人眼
里，王大志是个做傻事的“傻子”。但在
大多数村民眼里，他是个讲诚信的人。

2007 年，村里换届，王大志高票
当选村委会主任。王大志当时就暗
下决心，不辜负村民的期望，一定要

干出个样来。
“当村官就要一身正气，不能把

老百姓的任何事不当事。”王大志给
自己定下规矩。如今的王家村，村民
存款逐年增加，孩子上学校车免费接
送，村民的吃水、数字电视、合作医疗
等方面的福利待遇村里都提供了支
持。12 年过去了，王大志说，作为村
干部，只要该做的都做到了，村民就
能理解咱。

王大志替兄还没有字据的债务
本报记者 曲 宏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沈阳
市即日起对符合公租房保障的无房申
请家庭，进行申请参加2018年第四批公
租房配租的确认，本次确认将于11月18日
结束，申请家庭请到户籍所在社区或区级
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进行登记确认。

本次配租房源雪莲雅居公租房是
沈阳市2018年最后一个摇号配租的公
租房项目，也是公租房整体建设规模
体量最大的一个楼盘。雪莲雅居公租

房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红椿路35号，共
计54栋楼，1万多套房源，其中单室房
源 8000 多套，建筑面积 40 平方米左
右，双室房源 2000 多套，建筑面积 57
平方米左右。项目周边交通便利，生
活设施齐全。

据了解，参加本次确认对象范围
是 2012年至 2018年 10月底前符合公
租房保障的沈阳市本市城镇中等偏
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外来务工人员

及外地来沈新就业中高等教育毕业
生中无房的申请家庭。具体配租方
式是采取电脑摇号方式。家庭人口1
至 2 人的配租单室房源，家庭人口 3
人及以上的配租双室房源。家庭人
口 2 人为两代同性并且子女年满 16
周岁以上或者两代异性的可配租双
室房源。

沈阳市城市公用事业发展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确认按申请合

格年度分年度（2012-2018 年）、分户
型（单双室）进行填报。摇号前视报
名人员具体情况和房源数量确定实
际参加配租人员与房源。享受租赁
补 贴 保 障 的 申 请 家 庭 参 加 本 次 确
认，如配租成功，将从配租实际办理
入 住 当 月 起 停 止 发 放 租 赁补贴资
金；配租不成功的，继续享受租赁补
贴资金。摇号配租结束后，半年内陆
续入住完毕。

沈阳万套公租房开始申请配租

为了让孩子们了解图书馆，激
发他们的阅读兴趣，辽宁省图书馆
在少儿天地安排了儿童阅读推广
师，她们对前来参观的儿童耐心地
介绍图书馆用途、推介儿童适合阅
读的图书，把阅读的种子播撒到孩

子们心中。
图为 10 月 31 日，省图书馆少

儿天地邀请蓝天幼儿园教育集团
的小读者前来参观，阅读推广师在
指导孩子们阅读。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省图有了儿童阅读推广师

本报讯 记者丛焕宇报道
眼下，正是候鸟南飞越冬栖息的季
节。为配合国家林业局每年开展
的候鸟保护专项行动，近日，本溪
市林业局组织野保志愿者，在市区
花鸟市场开展秋冬季保护候鸟志
愿者“护飞行动”。

近些年来，本溪市不断加大对
非法捕猎，经营野生动物、野生鸟
类行为的打击力度，使破坏野生动
物和野生鸟类资源的违法犯罪行
为逐渐减少。大批野生鸟类得到
了有效的保护，将本溪作为繁衍生
息的理想家园，很多珍贵濒危的野

生动物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救助。
在当天的活动中，本溪市林业

局的专家和野保志愿者，向花鸟市
场的经营者、过往市民发放了宣传
资料，解答群众的咨询，现场放飞
获救的鸟儿，增强了广大市民热爱
自然、保护生态的意识。

与此同时，野保志愿者还深入
社区、学校、乡村，开展保护鸟类科
普宣传活动。他们将在候鸟的主
要分布区和停歇地开展野外巡护
工作，与执法部门一道打击乱捕乱
杀鸟类违法犯罪行为，为候鸟顺利
迁徙保驾护航。

本溪为候鸟南迁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