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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四川地区的河流丰
水期，与前两年一样，今年的
6—10月将继续执行“丰水期电
费优惠”政策，该政策曾经为成
都居民节约了近3000万元。

但与往年不同，今年国家四
川电力与支付宝合作，推出了“四
川电力丰水期电费返还”小程序。

丰水期第二档电费
比第一档电价更便宜
所有“一户一表”的城乡居

民可以在支付宝里搜索“丰水
期”进入小程序，输入户号后查
询返还金额，还可直接缴费领
取，一同充入电表中，不再需要
亲自跑到线下营业厅及超市等
代缴网点。

除了查询和缴费外，居民还
可以从小程序里了解到“丰水期
电费返还”政策的详细情况。“丰
水期电费返还”是国网四川电力
按照发改委相关政策，在四川地
区河流水量充沛的季节，将产生
的富余电能以价格补贴的形式
返还给广大居民，属于四川人民
的专属福利政策。

据小程序详情页介绍，原来

电费的收费标准是：180度及以
下为 0.5224 元/度，181—280 度
之内为0.6224元/度，281度以上
为0.8224元/度。

但在丰水期内，180度以下
电价保持不变，181-280度区间
内电价下移0.15元/度，下调后电
价为0.4724元/度，281度以上电
价下移0.20元/度，下调后的电
价为 0.6224 元/度。可以看到，
在第二档即181—280度内，每度
电的电价甚至比 180度以下更
便宜。

优惠政策并非随机赠送
更不存在充多送多
简单算一笔账，如果某户人

家一月用电360度，根据丰水期
优惠政策，每个月可以少支付31
元，且用电越多，优惠金额越大。

不过，由于以前信息传播不
到位，很多居民误认为返还电费
是超市等代收电费网点做的促
销活动，随机赠送电费。其实，
只是上一个月的返还电费，并非
额外赠送，自然也不存在充多送
多的情况。

四川省通过试行丰水期居
民电能替代电价政策，不仅合理
消纳了富余水电资源，还给广大
居民带来了实在的优惠，使千家
万户享受到了政策红利，实现绿
色环保、互利共赢的效果。

（据封面新闻）

早报讯（记者 李玥林）近
日，第二届“感动彭州好市
民”评选首场大型路演活动
在彭州军乐镇成功举行。此
次路演活动是在第二届“感
动彭州好市民”海选过程中，
以身边人讲身边最美故事方
式，以镇为单位组织开展的
一场基层榜样人物评选宣传
活动。

今年5月彭州启动第二
届“感动彭州市民”评选活动

以来，广泛发动全市干部群众
积极参与。据了解，近年来彭
州通过不断挖掘和选树一批
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广泛群众
基础和强烈感召力的先进典
型，进一步在全市形成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积
极助推省级文明城市创建，为
打造两山理念样板区、成德同
城先行区，加快建设展现立体
山水画卷的公园城市凝聚强
大精神力量。

早报讯（记者 赵霞）8月
13日，“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
动计划”2019四川藏区脱贫攻
坚活动总结会在成都市成华
区举行，标志着为期7天的海
外赤子四川藏区行圆满结
束。期间，在俄罗斯、葡萄牙、
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7个
国家留学或工作的23名专家
学者，先后赴四川甘孜州、阿
坝州、都江堰市等 6 个州县
（市）乡镇村寨走访考察，开展
项目对接、专题培训，有针对

性地进行精准帮扶指导，为当
地脱贫攻坚和经济发展提供
智力帮助。

成都市成华区人社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将
以此为契机，不断强化与海
外赤子的合作交流，建立成
华区海外高层次青年人才需
求信息库，并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着力打造国际
一流的营商环境，以吸引更
多海外赤子人才项目在成华
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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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垃圾？”继
成都人忧虑自己将遭
遇垃圾分类灵魂拷问
后，这个范围扩展到

了四川。
8月12日，四川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发布《关于公开征
求<四川省生活垃圾分类和处
置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意
见建议的公告》。征求时间为5
个工作日（8月12日—16日）。

根据《方案》，将在全省1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施生活垃
圾强制分类，鼓励县级城市、乡
镇和农村地区因地制宜开展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

目标：
到2020年
成都、德阳、广元3个国家

重点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系统，生活垃圾回收利
用率达到35%以上。

其他地级城市的公共机构
基本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主
体和收集设施全覆盖，至少有1
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
示范片区。

其中攀枝花、泸州、绵阳、
遂宁4个省级示范城市要初步
形成经验做法。

到2022年
成都、德阳、广元形成一批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攀枝花、泸州、绵阳、遂宁

的中心城区基本建成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系统。

其他地级城市至少有 1个
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主体
和收集设施全覆盖，其他各区
至少有1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

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到2025年
全省1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
统。

县级城市、乡镇和农村地
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成
效，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水平显著提高。

推行：
除了家庭学校大力推广，

生活垃圾分类将在公共机构先

行先试。

在各党政机关和学校、科

研、文化、出版、广播电视等事

业单位，车站、机场、码头、体育

场馆、演出场所等公共场所管

理单位，率先实行生活垃圾强

制分类。

各国有企业和宾馆、饭店、

购物中心、超市、农贸市场、商

铺、商用写字楼等经营场所可
比照公共机构积极落实生活垃
圾分类要求。

同时开展示范片区建设。

选取条件相对成熟的街道开展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
鼓励各地积极创建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乡（镇）和示范村。

分类模式：
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分为有

害垃圾、可回收物、餐厨垃圾和
其他垃圾。

有害垃圾
是指生活垃圾中的有毒有

害物质，主要包括：废电池（镉
镍电池、氧化汞电池、铅蓄电池
等），废荧光灯管（日光灯管、节
能灯等），废温度计，废血压计，
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油漆、溶
剂及其包装物，废杀虫剂、消毒
剂及其包装物等。

可回收物
主要包括：废纸，废塑料，

废金属，废玻璃，废包装物，废
旧纺织物，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废纸塑铝复合包装等。

餐厨垃圾
泛指厨余垃圾、餐饮垃圾

和易腐垃圾。厨余垃圾主要包
括：居民家庭日常生活过程中
产生的菜帮、菜叶、瓜果皮壳、
剩菜剩饭、废弃食物等易腐性
垃圾；餐饮垃圾主要包括：相关
企业和公共机构在食品加工、
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
产生的食物残渣、食品加工废
料和废弃食用油脂。易腐垃圾
主要包括：农贸市场、农产品批
发市场等场所产生的蔬菜瓜果
垃圾、腐肉、肉碎骨、蛋壳、畜禽
产品内脏等。

其他垃圾
由个人在单位和家庭日常

生活中产生，除有害垃圾、可回

收物、餐厨垃圾等的生活废弃
物。

保障：
建立生活垃圾分类责任区

制度。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各责任

区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负责
本区域内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各责任区应当建立责任区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日常管理制
度，并公告不同类别的生活垃
圾的投放时间、地点、方式等；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传，
指导生活垃圾投放人分类投
放；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
理台账，记录责任区内产生的
生活垃圾类别、数量、去向等信
息。

分类收集容器：
制定全省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容器设置规范，收集容器的
颜色、图文标识应当统一规范、
清晰醒目、易于辨识。

鼓励居民在家庭滤出餐厨
垃圾水分，采取专用容器盛放
餐厨垃圾，逐步实现餐厨垃圾

“无玻璃陶瓷、无金属杂物、无
塑料橡胶、无餐巾纸张”。

鼓励各住宅小区因地制宜
设置装修垃圾和大件垃圾临时
堆放点。

源头减量：
加大“限塑令”的执行力

度，加强对农副产品市场、零售
业等重点场所和行业的监督检
查，推广使用菜篮子、布袋子，
逐步减少塑料袋的销售、使
用。（综合四川日报、封面新闻）

废电池、废荧光灯
管、废药品、废油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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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等

剩菜剩饭、食品加工
废料、蔬菜瓜果垃
圾、畜禽产品内脏等

除有害垃圾、可回收
物、餐厨垃圾等的生
活废弃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