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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11月起，成都市中心城区39
个片区开始试行“大件垃圾”收运便民服务，
在公布了具体街道区域的同时，还公布了相
应的联系人及其联系电话。有“大件垃圾”需
要收运，只需一个电话，环卫工人就可以免
费上门。以此作为城市“大件垃圾”处理的一
种探索。

2018年1月1日，成都商报记者根据公
布的电话对 39 个片区进行了随机回访。得
到的反馈是，试行一年多以来，部分区域处
理量已经超过百吨，如锦江区督院片区，自
试点以来，该区域拆解分解处理的“大件垃
圾”中产生的木材量就已超过百吨。但同时
由于还负担着生活垃圾的处理任务，部分区
域对“大件垃圾”的收运处理已出现应对乏
力的情况。“消化不了，太多了，就这么个小
片区一月压缩的数量就有四五吨。”成华区
建设路片区服务联系人刘女士说。

面临同样境况的还包括多个区域，如
太升路片区、光华片区、新华片区、督院片
区等，生活垃圾数量的增加，已让环卫工人
忙不过来。“生活垃圾量太大，平时一个月
有几车压缩后的‘大件垃圾’，现在已暂
停。”新华片区联系人高女士介绍。太升片
区曾女士也称“生活垃圾太多，处理不过
来”，“麻烦得很，根本没有地方堆放。”由
此，有的只得暂时停下“大件垃圾”的收运，
而部分区域则将收运的小区进行筛选，“主
要针对没有物管的小区，而有物管的小区
就交给物管。”

“门票多少？网友说了算！”1月1
日，成都商报记者从达古冰山管理局
获悉，从当天起，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达古冰山景区门票实行感恩回馈
优惠价，由旺季 200 元/人调至 60 元/
人。据了解，这也是全国首例由网友定
票价的景区。

分为四档投票
87%网友支持最低一档

达古冰山管理局营销处处长余松
涛介绍，今年是达古冰山景区开放10
周年，景区决定把这一年定为“感恩回
馈优惠年”，把景区门票划为 120 元、
100元、80元、60元四档，实行网友投
票定门票价格。

“这一结果是网友投票决定的。”
景区营销处负责人介绍。2017年12月
20日~12月31日15：00，在达古冰山景
区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投票，让网友进
行选择最能接受的票价选项。其中支
持现在执行价120元的59票占2%；支
持门票100元的47票，占1%；支持门票
80元的214票，占8%；支持门票60元
的2177票，占87%。经网友投票决定，
最终，景区门票价格定为60元/人。

投票过程中，国家旅游局官网转

发了这一消息。

年底根据网友反馈
再决定票价定价政策

1月1日上午，达古冰山景区公布
了网友投票结果，60 元/人的门票价
格一公布，不少网友评论“这样的景区
越多越好。”甚至有网友建议，希望国
内景区都由网友投票决定票价。

元旦节期间，有很游客前往达古
冰山赏雪，“元旦三天一共接待4000
多人，最多一天有 2000 多人，与去年
元旦节相比增加了两倍。”余松涛介
绍，从 1 日当天起，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达古冰山景区门票实行感恩回馈
优惠价，由旺季 200 元/人调至 60 元/
人。今年年底会根据网友的反馈，再决
定票价的定价政策。

达古冰山景区位于阿坝州黑水
县，距成都约260公里，是全球海拔最
低、面积最大、年纪最轻的冰川，也是
离大城市最近的一个冰川。景区春可
赏花、夏可避暑、秋赏彩林、冬可戏雪。
这里，还有世界上海拔最高最孤独的
咖啡馆，海拔4860米，被评为2018年

“四川最值得期待的旅游目的地”。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景区票价多少？
网友投票来定
2018年全年，达古冰山景区票价降至60元/人

达古冰山景区（图由景区提供）

““大件垃圾大件垃圾””丢哪里丢哪里？？追踪追踪

探访成都39个大件垃圾收运试点片区

一个片区回收超百吨
环卫工人：量太大，忙不过来

现状——
回访结果显示，由

于生活垃圾处理量变
大，对于“大件垃圾”收
运，部分试点区域已出
现应对乏力的情况。

尴尬——
处理“大件垃圾”

需要人力物力的投入，
而目前部分区域的车
辆有限。另外，由于没
有专门的场所，堆放也
成了问题。

建议——
业内人士认为，“大

件垃圾”的处理，需要多
个政府部门的参与，形
成体系。

“大件垃圾”主要指体积较大、整
体性强、需要拆解后再利用或处理的
废弃物，如废家具家电等，且多属于
工业生产品的固体废弃物。事实上，
目前城管部门进行的回收处理也仅
是权宜之计。此前就有业内人士建
议，在处置“大件垃圾”过程中应该由
相关的再生资源处置单位及相关部
门介入，进行循环生产回收。因此，目
前的处置工作也面临诸多困难。

那么，“大件垃圾”处置又有哪些
困难之处呢？据受访者介绍，对于“大
件垃圾”的处理需要人力物力的投
入，而目前部分区域的车辆有限，面

对大量的生活垃圾，“大件垃圾”实在
难以顾及。另外，由于没有专门的场
所，“大件垃圾”的堆放也成了问题。
再者，所有的拆解工作目前都需要人
工进行。

“现在我们已经暂停收运了，其
原因在于目前暂时没有处理场地。如
果要进行处理，市民需要跟社区联
系，由社区协助联系处理单位。”督
院片区联系人兰先生介绍。汪家拐片
区陈先生则直言，仅在试点后做了半
个多月，“一是没有场地、没有车辆，
二是生活垃圾都已经处理不过来。不
过一开始的半个月接到的电话很多，

但量大没有地方堆放，现在接到的电
话也很少了。”

建设路片区联系人刘女士介绍，
“大件垃圾”的分解非常麻烦，因为要
过压缩机，分解不到位还容易堵塞压
缩机。再就是，一些无主“大件垃圾”仍
然时常出现，“一个月有四五吨，我们
没办法就一直盯着，但有的人却在晚
上悄悄丢在路边……”

在面临生活垃圾处理压力的同
时，“大件垃圾”只得为其让路，暂时
搁在次要位置。但现实问题是，被居
于次要位置的“大件垃圾”又不能轻
易忽视。

旧货市场认定没有回收价值不收、小区内不能丢、找人外
拉要价又太高，近日市民杜先生被家里的这套老旧沙发“困”
住了。那么，是否有途径可以将这套丢不出去的沙发处理掉
呢？其实，一年多以前，成都各区县就已经针对“大件垃圾”的
处置开始了探索，中心城区还设置了39个片区试行了“大件
垃圾”便民服务。

中心城区试行效果如何？成都商报记者对39个试行片区
进行了随机回访。回访结果显示，由于生活垃圾处理量变大，
对于“大件垃圾”收运，部分试点区域已出现应对乏力的情况。
缺少车辆、没有专门场地等问题显现。不少受访者及专家建
言，“大件垃圾”处置应形成体系，需要多部门参与，希望能够
设立专门的处置点进行处理。

面对“忙”不过来的“大件垃圾”处
理，不少受访联系人建议，政府部门应
设立专门的处理点或场所。长期关注
城市管理的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教师刘燕博士此前表示，政
府可以建立统一、可持续的“大件垃
圾”处理体系，设置专门的处理部门和
场所。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一些大城
市已经有了专门的“大件垃圾”处置
点。那么，成都又是否有专门的处置场
所呢？成都市城管委环卫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成都目前暂时还没有这样专
门的处置机构和场所。

“环卫主要处理的是城市生活垃
圾，而家电家具这一类的‘大件垃
圾’不属于生活垃圾，处理起来确实
比较麻烦。”该负责人介绍，之所以
各片区进行“大件垃圾”收运的试
点，其出发点也正是因为“大件垃
圾”已经成为城市环境保护不可忽
视的问题，是一项重要的民生探索，

“可问题在于不是生活垃圾的‘大件
垃圾’在操作中却暂时只能按照生
活垃圾的处理办法进行，但生活垃
圾处理场站及生物发电厂的承载也
是有限的，这就给生活垃圾的处理
增加了不少压力。”

该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心城区仍
只有39个试点片区，也希望能够有专
业社会组织和机构能够参与进来。“另
外也建议‘大件垃圾’能够走工业回收
的路，进行专业分解分类后再利用，因
为其本身就属于工业加工的生产品，
不比一般的生活垃圾。”

业内人士也认为，“大件垃圾”的
处理，需要多个政府部门的参与，形成
体系。同时，也鼓励市民理性消费，合
理利用现有资源，从源头上避免制造
更多的“大件垃圾”。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摄影记者 王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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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的沙发

十几天前，宜宾市翠屏区明威
乡义和村残疾人刘贵华收到一份
特殊的“新年礼物”，一位曾经帮他
送货的“京东小哥”，给他送去了一
台电视机。刘贵华终于可以告别听
广播的日子了。

客户是残疾人
小哥送货进家门

时间回溯到2017年12月2日，
在宜宾做京东配送业务的孙先生
收到一个乡镇的配送业务：送1台
洗衣机到翠屏区明威乡义和村。“由
于路途遥远，街道门牌都不是很明
确，送货员都不太愿意。”孙先生回
忆，他决定晚上忙完后自己送。

“当晚十点多到的明威乡，车
子抛锚了，打电话给收货人刘贵
华，对方也说不清楚具体位置。”孙
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将情况
反馈给了洗衣机卖家，请卖家联系
买家到明威街自提。“我们的正常
业务是只配送到乡镇，村社不送，
需要自提。”

可卖家很快反馈，说收货人刘
贵华是个一级伤疾的残疾人，坐在
轮椅上生活，根本无法自提。卖家还
告诉孙先生，买洗衣机的也是看刘
贵华困难，所以买洗衣机送他，希望
孙先生帮忙，给刘贵华送过去。

“既然收货人行动不便，买家
又是出于好心，我也就只能送过
去。”孙先生说，洗衣机送到已是晚
上十一点多。当时，刘贵华通知了住
在附近的村支书吴宏建。孙先生和
吴宏建准备帮他安装，可由于水管
只有一根，当晚没法安装洗衣机。

“在我帮刘贵华安装洗衣机
时，卧室里一直传来很大的播新闻
的声音，我就想让他把电视机声音
关小一点。”孙先生说，但当他进去
时，没有看到电视机，只有一台破

旧的收音机，刘贵华正在收听新闻
节目。“你没有电视机？”孙先生没
想到刘贵华家连电视机也没有。

因病致残贫困
快递小哥送他电视机

经过向村主任了解，孙先生大
概知道了刘贵华的一些情况。“房
子是政府帮他修的，家里盖的被
子、锅也是政府帮他制的。”想到元
旦、春节就要到了，独自寡居的刘
贵华连个电视节目也看不上，这让
孙先生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村
主任说吴贵华的情况已经上报，年
前可能配发电视机，但我还是决定
发了工资，买台电视机送他。”

据吴宏建和刘贵华的姨妈罗
贤玉介绍，53岁的刘贵华原本有三
兄妹，他是老幺。“三岁时，他母亲
就过世了，父亲把他养大。”吴宏建
说，年轻时的刘贵华很少在家，甚
至连户口都迁到了村外。由于家庭
贫困等原因，刘贵华一直没有结
婚，更没有子女亲人。去年，刘贵华
的父亲和哥哥先后去世，刘贵华的
衣服也是远在宜宾县的姨妈罗贤
玉每月去帮他洗。

2016 年 7 月 1 日，在外面打工
的刘贵华突发脑出血，被及时送
到宜宾二医院捡回一条命，但留
下了半边瘫的后遗症。刘贵华至
今还欠着医院大笔费用，出院后
也无人照顾。考虑到刘贵华的实
际情况，村上及时上报，先后解决
了其户口回迁问题，并争取建房
补助金，给他盖了两间砖房。“家
里 的 电 磁 炉 ，是 我 私 人 掏 钱 买
的。”吴宏建告诉记者。

孙先生返回宜宾后，得知自己
很快会被派到外地出差，于是等不
及发工资，就委托朋友在网上买了
台几百元的电视机，于 12 月 20 号

送到了刘贵华家里。

对话热心小哥：
希望电视机能派上用场

1 月 1 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
联系上了远在天津出差的孙先生。
对于赠送电视机和夜送洗衣机，孙
先生认为不值一提。“他那个情况
触动我了。”孙先生说，自己做京东
配送业务只是副业，那些偏远地区
送货员不愿意送的，他下班后就做
兼职送货。

“刘贵华家的房子还是盖得不
错的，刮风下雨都没问题，就是行
动不便，又只能听收音机，这个让
我心里有点难受。”孙先生告诉记
者，虽然电视机到货时，他因为做
配送不挣钱已经决定放弃了，但还
是坚持亲自把电视机送到了刘贵
华家里。“这次看到的情况要好一
些了，有人送去了可以移动的坐便
器，方便了刘贵华的生活。”

孙先生说，他送电视机的时
候，看到洗衣机还摆在墙角，没接水
管，也就无法使用。“他家只有一个
水龙头，接了洗衣机，生活用水就不
方便。”孙先生说，刘贵华家里和他
车上都没有安装工具，因此无法安
装电视机，他急着出差只好离开了
刘家，“我希望村上能想想办法，及
时让电视机和洗衣机派上用场。”

吴宏建告诉记者，刘贵华患病
瘫痪后，当地政府给他了实实在在
的帮扶。“盖了房子，办了残疾证和
低保，享受了残疾补助、护理费和
低保金。”吴宏建说，关于洗衣机接
水问题，他咨询了镇上安装水管的
师傅，要 200 余元费用。吴宏建表
示：这笔钱需要村委支出，就要提
前公示，一旦通过了就能解决。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见客户家庭困难
快递小哥买台电视机送他

孙先生送的电视机

洗衣机还没安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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