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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区大丰街道
为小区搭建
廉洁治理平台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殷航）在
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街道红湖公园城
小区住着1.2万余户业主，他们来
自四面八方，人员年龄结构不一且
大家想法不尽相同，但都非常关注
小区物业费、维修基金的使用等问
题。如何统筹？又如何让各位业主
满意？10月9日，记者从新都区大
丰街道了解到，随着成都市委开展
城乡社区发展，这个建成10余年的
小区，也找到了自己的工作路径
——廉洁促治理。该小区不仅成立
了党支部，还抓住这一核心搭建平
台，让居民议事监督更直接和理性。

相关负责人介绍，首先采用了
多形式彰显廉洁文化。在小区河道
护栏等10余处，以漫画文字增设

“海瑞执法”“延尉罚金 ”通俗易懂
内容；在小区内开展“730”夜话活
动，以家长理短的小品形式来突显
自治法治德治；征集小区自治内容，
特别是小区停车、养狗等事务，最终
形成短小精干、易识别的小区自治
规章。

同时，固定点位收集处理意见。
“小区业委会成员是否履职？”“物业
公司收取费用是否合理？”等等，在不
同群体、场合有所反映，但苦于没有
相应人员站出来，公开地解决或解
释居民关心的问题。小区党支部收
到居民意见并商议后，拿出配套用
房，并争取到上级党组织支持，投入
一定资金在小区建成80余平方米
的议事室，由小区纪检员等在议室
内收集汇总居民意见建议，将根据
事务的管理权限，明确责任主体，还
原事实真象，给居民一个满意的答
复。截至目前，收集意见建议15条，
全部问题都得到解释或解决。

强化干警日常教育监督

新都区法院
以谈促改压实责任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殷航）10
月9日，记者从成都市新都区法院
获悉，为进一步强化对法院干警的
日常教育和监督，做到抓早抓小，防
微杜渐，新都区法院结合在日常监
督检查、上级法院通报中发现的问
题，坚持把纪律和规矩订在前面，充
分发挥好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
加大谈话提醒力度、频次，让咬耳扯
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以谈促改，
压实责任，引导干警进一步端正司
法理念、改进司法作风。

今年以来，新都区法院结合“管
理攻坚突破年”、“窗口司法作风提
升年”等专项活动，充分利用谈话提
醒的方式加强对全院干警的日常监
督管理，有针对性地与42名干警开
展18次提醒谈话，动态掌握和分析
研判所涉干警思想、工作、作风和生
活情况，对苗头性问题或轻微违纪
行为，早发现、早处置，防止“小过
错”演变成“大问题”。在对被通报
人员进行问题约谈的同时，将谈话
范围扩大至整个庭室部门，通过重
点谈话与普遍谈话相结合的方式，
不仅达到红脸出汗、咬耳扯袖的效
果，也将工作推动落实。截至目前，
院长开展提醒谈话1人次、分管领导
开展提醒谈话5次，部门负责人开展
提醒谈话12次36人，初步搭建起责
任明晰、层级明确的谈话格局。

新都区法院还健全完善谈话提
醒工作台账，将谈话内容、整改措施
等及时更新完善至台账，并对谈话
对象的整改效果进行跟踪督导，并
逗硬考核管理，将约谈情况与干警
年终评优评先、绩效考核直接挂钩，
保障谈话工作不走过场、落到实处。

金牛区纪委
用“大数据”监管
公务车辆运行轨迹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10
月9日，成都市金牛区纪委监委透
露，国庆期间，金牛区纪委监委借助
公务用车卫星定位系统监管平台，
对用车及车辆调度情况进行随机抽
查，对公车停放点位及行车轨迹进
行现场核查。该平台通过信息化手
段，准确记录了公车行车轨迹及停
放点位，便于搜集违规使用公车问
题线索。

“您好！能否查看一下这辆车
的行车轨迹。”10月7日上午，金牛
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在相关部门
的配合下，通过平台系统调取了区
城管局执法大队川ACG622车辆
运行轨迹。屏幕显示：该车辆途经
中环线及金牛市民中心，到达了长
庆路段。监督人员在获取轨迹打印
版后，立即前往该路段实地核查，看
见该车正在现场：原来，城管相关执
法人员接到占道促销举报，正在现
场进行秩序维护。

据悉，公车使用情况专项检查
是金牛区“中秋国庆作风专项检查”
行动中的一项内容，严密监管中，国
庆期间，金牛区未发现违规使用公
车的行为。

近期以来，金牛区纪委监委锁
定改头换面的“四风”新动向、新表
现，紧盯违规使用公车、违规公款吃
喝、违规使用公款购买高档礼品及
购物卡等问题，不断探索改进监督
方式，运用联合督查、延伸检查、实
地暗访调查、信息平台数据筛查等
方式，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正风肃纪。

讨论
有市民反映

家里的塑料袋更多了
10月9日下午2点过，成都市锦江

区某超市内人潮涌动，有人拎着塑料袋
分装食物，有人则挎着布袋进行结算。

截至今年，“限塑令”落地已满10
年，塑料袋的使用真的有减少吗？记者
随机询问了50位不同年龄段的市民，
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市民魏女士：支持自带环保袋
自从2008年超市购物袋开始收

费，魏女士就养成了自带购物袋的习
惯。一方面可以节省塑料袋的开销，一
方面也算保护环境。已经好久没买过
购物袋了。

在记者走访中，大约有40%的市
民跟其一样，选择自带环保袋购物。

市民汪先生：宁愿花钱买塑料袋
与魏女士不同，成都市民汪先生还

是宁愿在购物结束时花钱买塑料袋。
他认为，自带还是太麻烦，而且现买最
贵也就5毛钱，所以还是买来方便。

跟汪先生有同样观点的市民同样
不少，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不方便，因
此不愿带环保袋。

市民杨女士：家里塑料袋越来越多
不过，也有一部分市民坦言，即使

自己注意使用环保袋，家里的塑料袋还
是会越堆越多。杨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杨女士回忆，随着环保意识的增
强，不是临时起意的购物都会自带环保
袋，但吃外卖、网购物品还是会产生很
多塑料袋，时间长了，跟“限塑令”落地
前比，家里的塑料袋反而更多。

限塑令落地10年
塑料袋减少了吗

购物袋、外卖带、网购袋……成都市民杨女士很困惑，限塑令出台这么久了，为啥家里的塑料袋比以前还要多？
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简称“限塑令”），希望通过有偿使用塑料

袋制度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减少塑料袋的使用。
十年过去，“限塑令”成效如何？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进行了调查。

金秋十月，正是品尝大闸蟹的好
时节，大闸蟹礼券也是走亲访友
最方便携带的礼券。和月饼券

类似，“纸螃蟹”也需要提前购买、凭券提
取。但一向火爆的礼券回收生意，今年
却遇了冷，面值千元的蟹券回收价不到
2折，成都不少“黄牛”今年都拒收“纸螃
蟹”，称“收了也卖不出去”。

“黄牛”拒收
千元蟹券回收价300元
10月9日，记者在总府路王府井

商场附近找到几位从事二手礼券回
收的“黄牛”，对方均表示不收“纸螃
蟹”，主要是“不好卖”。

“大闸蟹券确实也有人来问，但
基本都没人要。就算有人愿意收，价
格也很便宜，可能5折都给不上。”其
中一名“黄牛”说，蟹券只能兑换大闸
蟹，不同于购物卡可以买其他东西。
一般商场购物卡，回收价至少9折。

随后，记者联系上回收大闸蟹券
的石先生，他表示，某品牌面值2000
元的蟹券回收价仅300元。“你说的这
牌子还算稍微好点儿的，要其他牌子
较差的可能就100元。”

他介绍，市面上大闸蟹券品牌有
十几种，自己平均每天能收五六张蟹
券，转手再卖给其他客户或者经销
商，每张能挣100-200元，而这还并
不算行情最好的时候。“去年和今年
都不行，卖买券的都少，往年回收价
能有500元。”

“纸螃蟹”低价回收，实体店生意也
不好做。成都某超市销售人员透露，今
年店内销售的大闸蟹单价比去年便宜
10多块钱，销量却不如昨年。“最近要开
始搞促销活动，不然不好卖。”

礼券价格虚高
“阳澄湖大闸蟹”也可能有假

在石先生看来，市面上销售的大
闸蟹券普遍价格虚高，面值上千元的蟹
券实际价值可能只有100多元。虽然
大多都打着“阳澄湖”旗号，但真的阳澄
湖大闸蟹产量有限，仅凭一张纸券，又
看不到实物，很难保证是否都是正品。

在某互联网平台上，也有不少大
闸蟹礼券转卖及团购信息。记者致
电其中一家销售代理商，对方表示礼
券有现货，按照面值的7-8折销售，
最低的能拿到5折，并保证肯定能够

提到货。“都是阳澄湖那边发的货，品
牌不一样折扣也有差别。”

除了大闸蟹礼券价格高，数量也
存在问题。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阳
澄湖大闸蟹的总销售额达到了300亿
元，而当年阳澄湖大闸蟹的真实产量
仅为1600吨，合人民币3亿元。这意
味着，市面上很多所谓的“阳澄湖大
闸蟹”可能都是假货。

成都大闸蟹养殖户蒋先生说，发
放“大闸蟹券”是一种销售渠道和手
段，有些单位会在节假日将此作为员
工福利。另外，商家发放券去置换商
品，也是为品牌打广告的一种方式。

但黄牛低价回收大闸蟹券，又卖
回给经销商，转了一圈，并没有实体大
闸蟹的流通和买卖，便造成了市场上
大闸蟹“虚假繁荣”的景象，这种情况
也是存在的。

另外，经销商防伪没有做到位，造
成市面上出现“冒牌”阳澄湖大闸蟹
券。他就曾遇到过2个客人用相同提
货码来提蟹的情况。对此，他也提醒
消费者要擦亮眼睛，在购买时注意辨
别大闸蟹券的真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熊英英 见习记者申梦芸

调查
“限塑令”有成效
但也面临新困境

塑料袋的使用真的减少了？
还是如杨女士的体验那样，反而变
多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进
行调查，发现随着“限塑令”的落
地，国内塑料袋的使用整体呈下降
趋势，但在近些年出现了新的困
局。

根据国家发改委2017年发布
的数据显示，自“限塑令”落地以
来，全国主要商品零售场所塑料
购物袋使用量年均减少20万吨，
累计减少超过 160 万吨，节约塑
料袋 700 亿个，相当于节约石油
900万吨，标准煤1300多万吨，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3000多万吨。

也就是说，“限塑令”的落地确
有成效。但由于公众环保意识仍
不够强，加上互联网兴起，外卖、网
购等行业反倒成了塑料使用大户。

有业内人士指出，相比于“限

塑令”执行最严格的大型超市和连
锁便利店，外卖、网购等群体对塑
料袋的消耗量仍然不容小觑。以
外卖为例，几乎所有外卖都会使用
1至2只提携式塑料购物袋，而这
些塑料袋都未显示单独收费，也未
列入消费凭证，更不用说其他塑料
制品。

专家
单纯禁用不现实

发展可降解塑料是关键
如何破解新的困局？对此，西

华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
车振明认为，发展可降解塑料才是
最根本的解决方式。

“毋庸置疑，塑料袋确实给人
带来很多的方便，即使过半消费者
能做到自带环保袋，但只要市面上
没有比它更方便的替代品出现，塑
料袋就会一直长期泛滥、使用下
去。”他说，

因此，一味地限制、禁止使用
是不现实的，“这会有一定的效果，

但效果并不会很明显。”
相比之下，发展可降解塑料才

是最根源的做法。“这种塑料更环
保，一段时间后就可被微生物分
解。”车振明说，一旦更环保的塑料
袋普及，一般塑料袋的使用自然也
会减少。

“目前，可降解塑料已经出现，
但成本依然很高，下一步我们需要
做的，就是完善技术，将成本控制
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他说，
再辅以环保知识的普及，让更多的
人去使用可降解塑料，就能实现方
便与环保双赢的局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韩雨霁

“纸螃蟹”回收遇冷
2000元蟹券实收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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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市民逛超市仍选择花钱现买购物袋。

部分市民购物时选择自带购物袋。

大闸蟹热销，但大闸蟹券却遇冷。 在二手交易平台上不少大闸蟹券卖家。

华西都市报讯（见习记者 姚箬君 记
者 杨雪）10月18日，2018四川红叶生态
旅游节正式开幕。今年的主会场设在黑
水县，届时，冰山彩林生态文化旅游季将
在黑水县开幕。同时，包括青川县在内的
其他6个分会场也将同步拉开序幕。

每年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是四川
省内观赏红叶的好时机，在七大会场中，
青川县除了可以赏红叶，还有可能邂逅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扭角羚。

青川红叶节的举办地是唐家河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00平方公里，森
林覆盖率96%。旅游局工组人员说：“每
年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唐家河会呈现
出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壮丽景观。”

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在青川不仅可
以赏红叶，还可以观赏国家珍贵保护动
物，如大熊猫、川金丝猴、扭角羚、绿尾虹
雉等13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还可
以在这个“天然氧吧”内避霾、呼吸新鲜空
气。青川地处川陕甘三省结合部，森林覆
盖率达72.99%，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60
天以上，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达2.5
万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除此之外，今年红叶节，唐家河管理
处将面向全省招募50名中小学生参加唐
家河自然科普教育活动。通过这次中小
学生科普教育活动，以图片、文字以及一
些趣味横生的小游戏等方式向中小学生
普及唐家河动植物知识，让中小学生走进
大自然，深入了解大自然野外知识。同
时，唐家河保护区将开展“垃圾不落地”公
益活动，提倡文明旅游，每一位将垃圾带
出区外的游客将获得唐家河的画册、熊猫
玩偶等纪念品。

赏红叶、观熊猫、品美食
四川红叶节18日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