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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子凝文/摄
1月8日下午，一辆辆来自市区的餐厨

垃圾收运车，开进位于路桥蓬街镇十塘沿
海滩涂上的台州市区有机物循环利用中
心。厂区里，各台机器正干得热火朝天。餐
厨垃圾在这儿，能够变废为宝。

科学处置助力餐厨垃圾资源化

台州市区有机物循环利用中心项目
（以下简称循环中心）是我市列入第一批
省级餐厨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和无害化
处置示范试点城市的重点项目，采用的是
高效组合处理工艺。

其中，一期项目于 2019年 12月开始
投入试运行，建设规模为处理餐厨垃圾
150吨/日以及处理回收废弃油脂10吨/日。
目前，一期的餐厨垃圾处理系统主要由预
处理、厌氧消化、污水处理、除臭、沼气净
化及智能控制系统组成。

餐厨垃圾收运车抵达循环中心后，经

过称重，会先来到预处理车间卸料。料斗
中的游离水统一进入沥液收集池，固相物
料经自动分选、破碎制浆、除砂沉渣、蒸
煮、三相分离后最终变成“水、渣、油”。

“水、渣”进入厌氧消化系统进行发酵
后产生沼气可用于发电和供热；“油”经提
纯后作为生物柴油等能源材料。整个循环
中心配备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和除臭系
统，废水、废气经系统处理后达标排放；前
端分选出的塑料、纤维、金属等杂质和厌
氧消化留下的沼渣外运至焚烧发电厂进
行协同处置。

“经过一系列科学的处理方式，能够
有效实现餐厨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
害化。”循环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餐
厨垃圾收运工作的全面铺开，市区项目产
能稳步增长。

市区餐桌安全问题将得到
有效解决

据悉，浙江福星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市本级餐厨垃圾及市区范围煎炸老油、
废弃油脂，还包括椒、黄、路三区和台州湾
新区的餐厨垃圾收运工作。

餐厨垃圾收运工作量大面广，点位繁
多。为此，该公司在餐厨垃圾专用收运桶
上安装了智能标签识别芯片，可精准识别
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并配合车载称重系统
上传相应数据，为以后的餐厨垃圾收费提

供准确依据。
去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餐厨垃圾收运工作受到阻碍，一季度收
运量仅在 3-5 吨/日之间。随着复工复产
的有序推进，收运量逐步增加，于去年
年底实现了市区主城区范围内餐厨垃
圾应收尽收目标。目前，日收处量稳定

在百吨以上。
2020年，是循环中心稳定投运的第一

年。浙江福星环境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於霞说，该中心的建成使用将餐厨垃圾
进行资源化综合处理，变废为宝。“市区近
12000家机关单位、餐饮、食堂的餐桌安全
问题也将得到有效解决。”

科学的收处模式让餐厨垃圾变废为宝
我市全力推进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

图为工作人员在循环中心智慧平台对餐厨垃圾处置各个环节进行实时监控图为工作人员在循环中心智慧平台对餐厨垃圾处置各个环节进行实时监控。。

《“吃”出来的垃圾去哪儿了》系列报道

本报讯（记者李筱筱 通讯员蒋学
成）1月 13日，记者从市美丽城镇办了解

到，2020 年度美丽城镇建设工作考核结
果出炉，经季度督查、年终综合汇总，玉
环市、路桥区、温岭市、仙居县等 4 个县
（市、区）为工作优秀县（市、区），其他县
（市、区）为良好。

2020年度，台州美丽城镇建设成绩斐
然。台州市上榜2020年度新时代美丽城镇
建设优秀设区市，玉环市、路桥区、温岭市
上榜 2020年度新时代美丽城镇建设优秀
县（市、区）；椒江区大陈镇等 11个城镇获

评美丽城镇省级样板，黄岩区新前街道等
11个城镇获评美丽城镇达标城镇；全市已
完成县域行动方案和 47个创省样板乡镇
行动方案编制工作，其中5个县（市、区）县
域行动方案、18个乡镇（街道）行动方案获
评省级优秀，数量居全省前茅。

去年，全市各地按照“全面启动，分步
推进，样板引路，高质量美丽”的原则，全
力推进美丽城镇建设高质量完成。我市及
各县（市、区）设立美丽城镇建设工作专

班，陆续出台资金、用地等要素保障政策，
开展“结对帮扶”等服务指导，建立动态考
核和暗访督查相结合的督查考核机制，建
立健全项目推进机制，因地制宜落实落细

“一镇一策一方案”。
2020年，全市美丽城镇建设项目开工

2086个，开工率100%，完工项目870个，完
成投资额 528.37亿元。2021年，我市将继
续科学统筹美丽城镇项目建设，推动全市
美丽城镇建设再上新台阶。

台州2020年度美丽城镇建设成绩单出炉

本报讯（记者周子凝 实习生林润
阳）“金德军同志虽然不能亲自来领奖，
但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1 月 13 日
上午，台州市见义勇为工作办公室、市见
义勇为基金会为包括金德军在内的 2020
年度五位温岭籍的见义勇为先进人物
（集体）上门送奖。

金德军被台州市政府记个人二等功，
他是一名普通的渔民。2018年 12月 22日
下午，他驾驶的渔船在离大陆 320海里的
1955海区海上作业时，遇到一辆冷冻船在

附近海域因氨气泄漏引发火灾。金德军在
着火船只随时有爆炸危险的情况下，斩断
正在作业的网绳、渔具，驾驶自己的船只，
开足马力转向失火船只，争分夺秒救下冷
冻船上的31人，挽救了31个家庭的幸福。

去年以来，我市涌现出一批见义勇为
先进人物，他们在违法犯罪行为、自然灾
害等面前临危不惧、挺身而出，营造了良
好的社会风尚。其中，张文军等5人被授予

“台州市见义勇为勇士”荣誉，颁发荣誉证
书、奖章及奖金 3万元；徐相华等 12人被

授予“台州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颁
发荣誉证书、奖章及奖金1万元；温岭市红
豹救援队等 5支救援队被授予“台州市见
义勇为先进集体”荣誉，颁发荣誉证书、奖
章及奖金5万元。

据悉，台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于2013
年成立。近年来，我市共有226名见义勇为
先进人物、13个先进集体受到全国、省市
等各级政府表彰奖励，他们在平凡的岗位
上，铸就了台州大地的道德标杆。

“长期以来，台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见义勇为工作，对见义勇为先进人物给
予政治上关心、法律上保护、道义上支持、
生活上保障，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的关爱，从而在全社会
营造学习见义勇为、崇尚见义勇为、争当
见义勇为的浓厚氛围。”台州市见义勇为
基金会理事长蒋正喜表示，通过表彰、慰
问等形式，向平民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
意，弘扬社会正能量。接下来，他们将陆续
为其余的见义勇为先进人物、集体送去荣
誉和慰问。

给予政治上关心、法律上保护、道义上支持、生活上保障

台州为见义勇为平民英雄上门送奖

《已卖出2300斤，仍有五六吨待销》后续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莫
鑫炎）近日，温岭市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
执法队接到信访投诉，
箬横镇乐邦寺村一加
工点经营期间恶臭扰
民。接到反映后，执法
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
行调查。经调查，该加

工点主要从事磷化喷塑加工，使用后的磷化清洗废水未经任
何污水处理设施，通过地面明沟直接排放至加工点北面河道。

执法人员对磷化生产线上的槽、地洞下方残留废水
及北侧河道交界处分别采样，随后查封该加工点并开展调
查。经检测，残留废水的水样中重金属锌超正常值 20多
倍，河道交界处水样中重金属锌超正常值30多倍。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排放含锌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
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十倍以上的就已经可以认定为“严
重污染环境”。目前，该案件涉嫌触犯刑法，拟移送公安
进一步查处。

废水直排 重金属超标30多倍

温岭查处
一非法加工点

本报讯（通讯员许 多 金美琪 杨王伟）近日，浙
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通报了 2020年浙江省园林
城镇评审结果,黄岩区宁溪镇入列。

宁溪，旧称宁川，因黄岩溪上游急流至此方宁而
得名，位于黄岩西部山区、长潭水库上游，是重要的
生态功能区和市区西部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镇
域面积88.54平方公里，下辖27个行政村（居），人口
3.5万，是省级中心镇，曾获得全国环境优美乡镇、省
级森林城镇、省级卫生镇、省民族民间艺术之乡、省
民间特色基地和中国节日灯之乡等称号。

宁溪生态优美，境内多山多水，森林覆盖率达
81%，拥有梓野晓耕、南田归隐等宁溪八景。近年来，
该镇深化“两山”理论实践，不断深化城镇建设成果，
围绕“一加强三整治”和“山水画廊、灯彩古镇”建设，
持续推进小镇“五美”建设，加快乡村振兴，高质量打
造台州大湾区生态圈宁溪样板。

宁溪镇获评
省级园林城镇

本报讯（通讯员王文炜）古有孟母为了孩子学好
三次迁居，而日前温岭城南却发生了一件荒唐事，一
位母亲竟然带着儿子一起去偷东西，双双被拘。

1月 6日上午，城南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自己
存放在城南镇某工地上的 6000多只脚手架扣件被
偷，损失约 5万余元。接警后，通过对周边公共视频
调取侦查，发现在1月4日晚至1月5日凌晨之间，有
一辆两轮助力车、一辆三轮车和一辆四轮小卡车曾
同时在案发周边长时间逗留，有重大作案嫌疑。

通过进一步侦查，民警最终获悉四轮小卡车驾
驶员为一名废品收购商李某（男，42岁，安徽人），并
依法将其传唤至城南派出所。李某承认自己确实参
与了偷窃脚手架扣件，并交代出共同作案的高某
（女，52岁，江苏人，有多次盗窃前科）、刘某（男，31
岁，江苏人）以及郁某（男，29岁，江苏人），其中高某
和刘某是母子关系。随后，该3名嫌疑人也被依法传
唤至城南派出所。

经讯问，民警得知，高某与郁某、李某 3人为牌
友，平时经常聚在一起打牌赌博。1月4日傍晚，3人
打牌时无意间提到一工地里有许多钢制脚手架扣
件，且没人看管，高某提议偷来卖点钱，得到一致赞
同。于是，3人合计当晚实施偷窃计划，担心东西太
重不好拿，高某特地叫上自己的儿子刘某一起前往。

所有扣件都被盗出后，由李某驾车运走并送往
椒江进行销赃，共卖得赃款3000元。其中，李某分得
600元，其余3人各分到800元。

目前，该4人因盗窃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母带子偷窃双双被拘

本报讯（通讯员葛培兴）“谢谢民警，花了 40多
分钟，帮我找回电动车。”1月 6日下午，在椒江区白
云街道横河西路，见车子失而复得，刘某不停地向帮
他找回电动车的民警连声道谢。

1月6日下午2时30分，市公安局椒江分局白云
派出所接到110指令：白云街道中山西路边，报警人
称电动车被盗。值班民警立刻前往现场处置。

“下午1时50分，我有急事将电动车停放在中山
西路路边就匆匆离开了，谁知下午2时20分左右，我
发现车子不见了，在四周找了几分钟找不到后。”报
警人刘某说，车子是台翔牌、黑色，八成新。

民警调取了停车位置录像，发现刘某所说的停
车位置，在下午1时50分前没出现过他的身影。再三
询问，刘某仍坚称当时停在了中山西路路边。

这时，民警突然回想起报警人曾说“当时有急事
匆匆离开”的话语，于是判断：刘某由于有急事，当时
没注意停车地点，可能记错了地方，把车子放在了中
山西路附近其他地方。再次详细询问该车的特征后，
民警马上到中山西路附近逐一展开排查。

当天下午 3时 20分许，民警排查到横河西路对
面马路上时，发现了一辆与报警人所说的极为相似
的台翔牌电动车，当即让刘某到场辨认。刘某一看正
是自己的车，取出钥匙打开了车锁。

原来因急着办事，“马大哈”刘某记错了停车位
置，在找不到车子后，他以为电动车被盗就报了警。

趣事！竟有这样的“马大哈”报警人

记错电动车停放点
以为被偷去报了警

本报记者牟新禹

近 日 ，市 民 严 先 生 向 本 报 热 线
88894000 反映称，椒江枫南小区和工人
西路一带，部分公交站台电子屏显示的
车辆距离、站次等信息存在混乱与缺失
情况，尤其是他经常乘坐的 137 路公交
车。“这不仅对我的生活造成了一定不
便，也影响了台州城市形象，希望有关部

门能及时修复。”
1月12日上午，记者走访发现，枫南小

区附近的“椒江区运管局”站点，与工人西
路上的“水产品交易中心”和“星光菜场”
站点，的确存在车辆距离等信息混乱或缺
失情况。

在“椒江区运管局”站点的显示屏上，
只显示 115A路、133路和 138路公交车的
相关信息，而一旁的公交站牌上显示，途
经此站的公交车约为 9路，记者目睹 137
路、152路、511路公交车经停，但显示屏上
没有出现相关信息。

即便是已经显示出的信息，也存在混
乱情况。“最近这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
一下子显示距离7000米，一下子又变成了
2000米。”站在该站台上等车的梁阿婆眼

巴巴地看着来车方向。“本来如果要乘的
车距离太远，我可以到其他站点换乘，但
现在不行了。”

在椒江工人西路的“水产品交易市
场”和“星光菜场”北侧站点，则存在信息
显示延迟的情况。

记者注意到，当 137路公交车从站点
启动时，屏幕上还显示着“137路，541米，2
站”的字样。

而在“星光菜场”南侧站点，显示屏上
只显示了 137路的位置信息，另外经过的
111路与B1路没有显示。

“因为我等车时喜欢低头玩手机，又
过于相信显示屏上的错误信息，差点就
错过了，还好司机都会在站点停留一
下。”常常坐高铁出差的市民刘先生觉

得，137 路作为开往火车站的公交车，位
置显示应该准确一点，万一疏忽影响行
程就不好了。

记者将情况反映给了市公共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最近，我们的后台正在进行
新系统建设，因为涉及到线路与站点的调
整，相关数据库还在梳理，也有第三方在
进行线上测试，的确导致了近期的数据显
示存在错误，目前修复工作已基本完成，
后续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该公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

“建议市民以台州出行APP所显示的
位置信息为准。”该负责人介绍，显示错误
只由数据库问题导致，车辆定位系统与相
关安全机制仍在正常运行，请各位市民放
心乘坐。

市公交集团表示，系后台系统调整升级所致，不影响安全

椒江部分站点公交车位置信息混乱

本报讯（记者张聆听 通讯员詹宇雯）
“我们银行想采购你们村的红糖。”昨天上
午，金华银行温岭支行相关负责人，给温

岭市泽国镇联树村党总支副书记王涌涛
打来电话，当场订购100罐共550斤红糖。

联树村甘蔗红糖滞销的消息在本报刊
发后，王涌涛的手机就没有停过。除了金华银
行，当地一家教育机构也有意向采购500斤。

金华银行温岭支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他们看到报道后，立马向上级作了汇报，
并前往该村进行洽谈采购，分发给全体员工。

王涌涛说，非常感谢党报的报道，当

天接到不下 50个采购咨询电话，并收到
了不少热心机构的合作意向。“除了手机，
还有大量加微信的。”

“大部分都是热心市民的咨询电话，购买
的量也不大。”王涌涛说，对此都表示衷心感
谢。但限于村里人手紧张和物流成本问题，目
前对购买少量红糖的市民，还无法邮寄。

联树村全村有 2700多人，其中蔗农
约千人，种植甘蔗有四五百亩。王涌涛说，

目前五六吨红糖滞销，量不是一般的大，
他们最大的希望是相关企业前来对接。

1斤红糖，成本约5元。按目前销售情
况，村民们都不敢加工红糖。王涌涛说，村
两委班子也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努
力找寻可行的销售渠道。

如你愿意帮助联树蔗农，或刚好想购
买红糖，可拨打王涌涛的联系电话：
18771999999。

电话络绎不绝 期待企业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