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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准确分类
现场获赠香皂抽纸

昨天9点30分，模拟执法活
动正式开始后，一名业主提着一
袋垃圾来到小区9号楼旁边的垃
圾投放点，正准备扔垃圾时，被
值守在检查台旁边的物业工作
人员拦下，经过开袋检查，这名
业主垃圾分类十分准确，物业工
作人员现场用手持终端扫描仪
对该住户进行积分，并赠送香
皂、抽纸予以鼓励。紧接着，又
有一名女业主来扔垃圾，物业管
理人员检查后发现，该女子准备
投放的垃圾分类不准确，其他垃
圾中混有厨余垃圾，在工作人员
的帮助下，对方认真对袋内垃圾进
行了正确分类，并表示自己今后一
定会将垃圾准确分类后投放。工
作人员告诉女业主，按规定，对垃
圾分类不准确的住户，不予积分。

一业主投放垃圾
拒不分类被“举报”

过了大约3分钟，一名中年
男业主提着一袋垃圾来到投放
点，隔着透明的塑料袋可以看
见，该男子手中的垃圾就是“一
包烩”，完全没有进行分类。就
在他准备将垃圾投入垃圾桶时，
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并告知
其：“未经准确分类的垃圾禁止
投放。”谁料，该男子顿时火冒三
丈，大声吼叫着说，“我就不分
类，你们能把我咋？”无奈之下，
物业工作人员只好向辖区城管
部门进行了举报。期间，该男子

不仅不接受工作人员指导其准
确对垃圾分类，反而叫嚣着，“我
看城管能把我怎么样？”

5分钟后，西安市城市管理
和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曲江新区
支队两名执法队员来到现场，敬
礼、出示执法证件后，向这名业
主宣讲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并
告知该男子，如果不配合执法，将
根据《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规定，对随意投
放生活垃圾的个人处以 100元
以上200元以下罚款。经过执法
人员的宣讲教育，这名业主意识
到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改正，认
真学习相关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并表示在以后的生活中，对生活
垃圾进行正确分类并正确投放。

垃圾运输车
混收垃圾被警告

生活垃圾不仅要分类正确
投放，还要正确分类收集和运
输。模拟收集、运输环节，一辆
可回收垃圾运输车和一辆其他
垃圾运输车先后来到小区，分别
进行生活垃圾的收集和运输。
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时，可回收垃
圾运输车的工作人员正在将收

集好的垃圾搬送到车上，经过检
查，该辆车正确进行收集、运输
可回收垃圾。

在检查其他垃圾运输车辆
时，发现该辆运输车在收集时，
将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进行混
收，执法人员现场对收集人员和
运输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责令
其整改，并告知对方，如果再次
混收、混运生活垃圾，将根据《西
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第
五十一、第五十二条，对生活垃圾
收集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对运输单位处以1万
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该车辆
驾驶员和收集人员现场接受完批
评教育后，重新对车内垃圾进行
了分类处理，经检查无误后，将
准确分好类的垃圾运离现场。

模拟执法结束，曲江新区网
信办、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西安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总
队曲江新区支队等部门现场对
此次活动进行了点评和经验总
结。城管曲江新区支队负责人说，
对这次模拟执法中存在的不足和
问题，他们将制定方案进一步修
正和完善，力争为生活垃圾分类
执法正式全面开展夯实基础。

文/图首席记者赵丽莉

8月14日上午，西安曲江新区
网信办、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西安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曲江新区支队联合曲江龙湖紫都
城物业，在西安市首次举行生活垃
圾分类模拟执法演练。

现场“查处”拒不对垃圾分类的业主

本报讯（首席记者赵丽莉）记者
昨日获悉，为优化线网布局，方便市
民出行，经西安市交通运输管理处批
复，西安市公交总公司将从8月16日
起开通东三环充电站至浐河站的133
路空调公交车，调整275路线路。

133路由东三环充电站发车，经
浐河东路、长乐路至浐河站；回程由
浐河站发车，经东三环辅路、韩森东
路、浐河东路至东三环充电站。线
路长度6.5公里，东三环充电站首班
6:00，末班21:00；浐河站首班6:30，
末班21:30。配备空调车，实行无人
售票两元一票制，可刷卡。

线路设置：东三环充电站、高科
麓湾四期、高科麓湾国际社区、浐河
东路等驾坡路口、高科麓湾一期、浐
河东路咸宁路口南、穆将王立交西、
檀香园、水岸东方二期（去）、水岸东
方一期（去）、水岸东方（去）、浐河站、
半坡立交南（回）、东三环韩森东路口
（回）14个站点。

275路由铁一中滨河校区发车，
经柳新路、纺渭路、灞瑞一路、柳虹

路、柳新路、电厂东路、长乐路至半
坡公交调度站，回程由半坡公交调
度站发车，经长乐路、电厂东路、柳
新路、柳虹路、灞瑞一路、西柳瑞路
至铁一中滨河校区。线路长度5公
里，首班 6:00，末班 22:00。配备空
调车，实行无人售票两元一票制，可
刷卡。

275路调整后，线路设置铁一中
滨河校区、柴家村（去）、西柳瑞路灞
瑞一路口（回）、纺渭路灞瑞一路口、
柳鸣路灞瑞一路口、柳虹路灞瑞一路
口、柳虹路柳新路口、电厂东路席王
路口、电厂东路新寺路口、堡子村、半
坡公交调度站11个站点。

新增站点8个：柴家村（去）、西
柳瑞灞瑞一路口（回）、纺渭路灞瑞
一路口、柳鸣路灞瑞一路口、柳虹路
灞瑞一路口、柳虹路柳新路口、电厂
东路席王路口、电厂东路新寺路
口。取消站点 6个：贝斯特物流中
心、南程村、长乐路纺渭路口、灞桥
园丁小区、纺建路东段、纺建路新医
路口。

西安明起开通133路空调车
275路调整后新增8站取消6站

本报讯（记者陶颖）记者昨日了
解到，为维护临潼区出租车行业健康
稳定发展，根据国家、我省及西安市
对出租车运价管理的相关规定，在广
泛调研、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和召开价
格听证会基础上，经临潼区政府研究
同意，对出租汽车运价进行调整。

具体为：出租车起步价维持现价
格水平不变。基本公里运价由现在
的2公里后每公里1.20元调整为每
公里1.6元。夜间计费：（22:00至次
日6:00），起步价维持原价格水平，公
里运价加收0.3元，即每公里1.9元。
空驶补贴费：单程载客超过7公里以
上（含起步价里程），超过部分加收公
里运价的50%。关于路、桥收费：过
桥费、公路通行费以及因乘客要求停

车而发生的停车费用由乘客承担。
关于找零：乘车结算时，租价尾数保
留到角，出租车经营者应本着诚实信
用原则，有零找零，无零让零。

建立出租汽车运价与燃料价格
联动机制。即：为解决燃料（油、气）
成本与运价之间的单项矛盾，以当
下燃料价格为基数，今后当燃料价
格上涨（或下降）到一定程度时，由
区价格、交通主管部门在测算的基
础上适时上调（或下调）出租汽车运
价，报经区政府同意后执行，不再履
行听证程序。

调整后的运价自2019年8月13
日起执行，试行期一年。在出租车计
价器调整期间，已调表的执行新价
格，未调表的执行原价格。

临潼区出租车运价调整
2公里后每公里调至1.6元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记者8月
14日从省招生办获悉，根据今年我省
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实际，高职
（专科）批次录取开始第二次征集
志愿。

省招生办明确，参加本次征集志
愿的院校均为省内高职院校，包括国
家和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参加征
集志愿的专业，很多是社会急需、就
业良好的技术技能型专业。在国家
实施“高职扩招百万”计划和产业转
型升级的大背景下，社会对掌握专业
技术技能的应用型人才需求不断增
加，高职（专科）院校的吸引力将持续
提高。希望广大考生把握住上学深
造、提升自我的机会，积极踊跃填报
征集志愿。

征集志愿院校及专业信息，已经
公布在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

和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上。文史类
51所院校需征集12674个计划，理工
类 54所院校需征集 17795个计划。
达到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且
尚未被录取的考生，于 8月 15日 15
时前上网填报征集志愿。

省招办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本
次征集志愿仍为平行志愿模式，设置
8个院校志愿，每所院校设6个专业
志愿，同时设有专业调剂表态栏。考
生务必认真阅读拟填报院校的招生
章程，注意征集志愿专业的学制、学
费和性别、身体条件要求等信息，选
择自身条件符合要求的院校和专业
填报征集志愿。

高职录取
开始第二次征集志愿

不随意倾倒厨余垃圾

餐馆呼吁统一收集泔水
近期，有媒体报道西安下马

陵的城墙根处，有餐馆将泔水等
厨余垃圾倾倒在市政下水道，造
成环境卫生差。昨日，记者来到
这里发现，经过整治，泔水油污
都已清理干净，但是商户们反映
采取手工方式将泔水干湿分离
后，水里还有油污，倒进自家下
水道很容易堵塞，希望有单位统
一收集泔水集中分离。

昨日 10时，记者来到西安
市碑林区下马陵西边城墙根附
近，餐馆一家挨着一家，但是记
者没有发现厨余垃圾。城墙根
的人行道上有铲子铲过的痕
迹，地面上留下一层油污，负责
区域清洁的宁波宝成物业公司
西安分公司负责人蔡维杰说，8
月 12日，柏树林街道办事处张
贴公告，由城管科等五个部门
将这里自发形成的垃圾点取缔

了，取缔之后虽然没有垃圾了，
但是满地的油污看着还是影响
环境。公司就派出十几名清洁
工人将人行道的油污进行了清
理。记者在现场还看到张贴的
公告，要求各商家产生的垃圾
送到柏树林和下马陵两个垃圾
收集点。针对公告内容，附近
各个商户也开始自行处理厨余
垃圾。根据垃圾分类要求，保
证干湿分离后，将固体垃圾收
集起来送到附近的垃圾收集
点，分离后的泔水则倒进自家
的下水道。

泔水等厨余垃圾自行处理
后也出现一些问题，不少商户抱
怨泔水等处理起来太复杂，既费
时间也费人力。商户张先生说，
之前每天晚上都有专门收泔水
的车前来收集泔水用来喂猪，所
以他们不担心泔水怎么处理。

去年冬天，规定了不允许养猪户
私拉泔水，但是餐馆每天都会产
生泔水，附近的餐馆就把饭菜残
渣分离出来装在垃圾袋里，把剩
下的泔水倒在门口的市政下水
道里，造成下水道异味大，地面
油污满地。另一家餐馆的工作
人员说，餐馆把每天的泔水用大
筛子进行干湿分离，然后用小漏
勺将油捞出来，再把油和干垃圾
装在一起，把剩下的水倒在自家
下水道里面。这样下去也不是
长久之计，因为漏勺不可能把油
污全部捞净，分离后的泔水还是
有不少油，倒进自家的下水道很
容易堵塞。希望有关部门安排
相关单位统一收集泔水集中分
离，这样就能减轻餐馆手工分离
泔水的难度。

本报记者张毅伟
实习生党婉婷

西安首次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模拟执法演练

业主投放垃圾
拒不分类被“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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