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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8月30日电（记者
周润健）即将到来的 9月天宇，行星
依然是夜空的主角。天文预报显
示，“火星伴月”“英仙座艾普西隆流
星雨极大”“海王星冲日”“金星会
月”“木土合月”等精彩天象将轮番
上演。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赵之珩介绍，9月 6日晚，天
宇将上演“火星伴月”美丽天象。届
时，如果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抬
头仰望就会看到“战神”联袂“嫦娥”
共舞苍穹的美丽画面。

英仙座艾普西隆流星雨的活跃
期为每年的9月5日至21日，非常适
合在北半球观测。“该流星雨将于 9
月9日迎来极大，但一轮下弦月会在
子夜时分升起，月光干扰强烈，不适
合观测，建议感兴趣的公众选择9月
17日前后的无月夜尝试观测。”赵之

珩说。
作为目前已知距离太阳最远的

行星，海王星将于9月12日上演“冲
日”表演。“此后的20多天，在透明度
较高的晴朗夜空，感兴趣的公众借
助天文望远镜，有望观测到这颗淡
蓝色的神秘星球。”赵之珩说。

9月 14日至 15日，“金星会月”
美景将连续两天在晨曦上演。“如果
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将会在东
南方低空看到一幅金星和弯月近距
离争辉的美丽画面。”赵之珩说。

今年，土星和木星的角距离相
对较近，因此二者的“合月”往往在
同一天或隔一天发生。

赵之珩介绍，9月25日至26日，
木星和土星将先后与一轮盈凸月

“相合”，在天气晴好的条件下，感兴
趣的公众连续两晚凭借肉眼可一睹

“双星伴月”的迷人风采。

贫困户办起袖珍“养老院”

8月30日，傅兴芳（右一）在老年服务中心里与老人聊天。
今年55岁的傅兴芳是安徽省肥西县铭传乡杨店村的村民，丈夫患

病多年后去世，家庭因病致贫，2014年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扶
贫干部的帮扶下，傅兴芳利用自己的家政特长，在村里办起老年服务中
心，为周边乡村的空巢老人提供生活起居养老服务。

目前，傅兴芳的老年服务中心入住5名老人，傅兴芳一个人承担起
老人们的陪护、餐饮等服务。虽然一个人撑起这家袖珍养老院很辛苦，
但是傅兴芳依靠自己的双手，成功实现了脱贫。傅兴芳说，开办老年服
务中心，不但增加了自己的收入，还解决了村里空巢老人的照顾难题。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塑料污染治理再加力度 不少一次性塑料制品年底禁用

准备好和塑料说“再见”吗？

重返校园
8月31日，在福州市乌山小学，错峰入校

的学生在接受体温测量。当日，福建省福州市
小学生重返校园，注册和领取新教材，为新学
期开学做准备。 新华社记者宋为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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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8月29日电（记者
雷嘉兴）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
政厅获悉，今年以来，广西财政累计
投入资金超 200亿元，支持公共卫
生体系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能力体
系建设。

上述资金中，46.5亿元用于支
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重点用于支
持医疗卫生机构提升核酸检测能
力，加强医疗机构传染病区和发热
门诊建设，强化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疾病预防控制职责，夯实公共卫生
事件联防联控基础。

153.78亿元用于支持重大疫情
防控救治能力体系建设，包括支持
各级公立医院能力建设、边境公共
卫生应急救治中心建设、后备应急
医院建设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
建设等。此外，广西还及时拨付资
金5.86亿元，由各级各部门统筹，重
点支持新冠肺炎等重点传染病监测
和救治能力建设等公共卫生体系建
设，及县级公立医院医防结合能力
建设、县级中医医院传染病防治能
力建设等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
设。

□人民日报记者彭训文

广西投入逾200亿元支持
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

北京市朝阳区慧谷阳光小区居民在奥北再生

资源回收站里领取袋子。人民日报记者彭训文摄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可降解塑料包装袋。来源：金发公司官网

珠海万通化工有限公司塑料改性车间内，工人

正在忙碌。

董学腾摄

居民、社区、物业、回收企
业说——

“资源化利用塑料，咱
能出一份力”

8月 21日中午，提着一个被
各种塑料瓶、泡沫装得满满的
白色袋子，北京市朝阳区慧谷
阳光小区居民李阿姨走进楼下
的再生资源回收站——一个 10
多平方米的半地下房间。

来到门口，李阿姨拿出手机
扫门上的二维码，门上方显示
屏出现口令，在手机上输入口
令，门自动打开。屋内，几个装
满可回收物的袋子已整齐摆
放。另一边墙上，一排新袋子
挂在发袋机上。李阿姨放好袋
子，再用手机扫描新袋上的二
维码，“啪”，发袋机锁扣弹开，
李阿姨取走了新袋。李阿姨
说：“以前家里的废塑料都混着
扔进垃圾桶，现在这个小站 24
小时开门，回收的东西种类多，
还有一些收益，很方便。”

回收站建设得到社区、物业
大力支持。慧谷阳光社区主任
刘春红表示，小站的建设有望
破解此前社区遇到的一些垃圾
分类难题，若试点效果好会进
一步推广。负责该小区管理的
北京阳光嘉业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承担了小站建设和维护费
用。该公司项目负责人修宗泉
说，公司引入奥北环保公司提
供专业服务，为业主参与垃圾
分类提供了便利。这种模式能
够实现垃圾减量化，还能减少
居民把塑料垃圾放在楼道里带
来的安全隐患。

塑料，人们几乎每天都会接
触到。随着电商、快递、外卖等
新兴业态发展，中国塑料制品
特别是一次性塑料用品消耗量
持续上升。根据中国物资再生
协会再生塑料分会向本报提供
的数据，2019年中国产生废塑
料 6300万吨左右，废塑料总体
回收率为 30%，在全世界排名前
列。

做好垃圾分类，关键在于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塑
料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如果
能回收利用，将极大减少资源
能源浪费。然而，由于不同塑
料的回收价值、分拣成本差异
较大，如何对塑料进行分类回
收再利用，一直是待解难题。

“我们的初心是用技术创新
解决垃圾分类问题，而不是靠
收废品挣钱。”该小站的运营方
——奥北环保公司北京地区负
责人卢斌表示，回收站采用智
能化的自助式管理模式，将智
能技术运用到包括塑料制品在
内的可再生资源回收、清运、分
拣、收益统计等流程，居民从买
袋子到回收再到最终确认收
益，一个二维码就能轻松搞定。

该小站目前提供的 14种可
回收资源中，其中 PET 瓶、PE
瓶、泡沫、硬质塑料、塑料袋膜
等 5种为塑料，以干净、干燥、无
异味为回收原则。

写字楼也可以参与回收。
在北京东城区东环广场，发袋
机安装在大楼前台，业主只需
把袋子送到银达物业公司指定
的区域即可参与回收。

在北京市朝阳区香河园街
道光熙门北里北社区，奥北回
收站已运行了一年多。小区现
有 2000多户居民，有 500多户参
与其中。谈起变化，社区党委
书记张红霞颇有感触：“现在塑
料、泡沫等资源基本都进了回
收站，而且社区老人、年轻人都
参与进来了，对其他垃圾进行
分类的意识也提高了。”

研发企业说——

“传统塑料‘下岗’了，
生物降解塑料能接好班”

随着全国禁限塑时间表确
定，各地陆续推出多项禁限塑
政策。当传统塑料“下岗”，谁
来替代它们？《关于进一步加强
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提出，推
广使用可降解购物袋、可降解
包装膜（袋），在餐饮外卖领域
推广使用可降解塑料袋等替代
产品；加强可降解替代材料和
产品研发等。

目前市场上的可降解塑料
能接好班吗？在一些研发企业
或许能找到答案。

这些天，在位于广东珠海的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万
通化工有限公司车间，工人们
正忙着生产可完全生物降解的
购物袋、快递包裹袋、农膜等塑
料产品。经过 16年研发，这家
企业已拥有 6万吨生物降解聚
酯合成及配套的改性专用料年
生产能力，掌握生物降解塑料
多项核心技术。

这些白色、黑色的塑料产品
看上去和普通塑料没什么区
别，但它们在自然环境中的表
现差异很大。

“相对于几百年才能消失的
‘白色垃圾’，在堆肥条件下，全
生物降解制品能在 30天内被微

生物分解 90%以上，以二氧化碳
和水的形态进入自然界；在非
堆肥条件下，垃圾处理厂未处
理干净的部分全生物降解制品
将在 2年内逐步降解干净。”金
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项目
总监郭德凡表示，公司生产的
生物降解塑料符合国际、国家
权威标准。他表示，在使用全
生物降解制品过程中，我们依
然要做好垃圾分类、定点弃置、
集中处理，不应随意丢弃。

那么，塑料制品要达到什么
标准才算生物降解呢？国际相
关标准规定了 4项测试：一是生
物降解测试，材料能被微生物
分解并转化为二氧化碳；二是
崩解测试，材料能在堆肥过程
中崩解，不存在“白色污染”；三
是生物相容性测试，堆肥残留
物不能对生物生长过程产生负
面影响；四是重金属含量测试，
不能含有重金属，对堆肥残留
物产生影响。只有同时通过这
4项测试，才能被认可为生物降
解塑料。

价格是影响可降解塑料推
广应用的一大因素。据了解，
一个生物降解塑料袋的价格一
般是普通塑料袋两到三倍。

郭德凡表示，全生物降解制
品价格主要取决于研发成本和
合成单体价格、加工生产效率
等，随着政府出台禁限塑令，更
多研发力量参与，行业规模化
效应扩大，价格会逐步降低。

业内专家说——

“解决塑料污染，需打
通上下游产业链”

“在北京中关村南大街乙四
十八号院，我们观察到，一位居
民自备一次性手套，把厨余垃
圾倒入厨余垃圾桶里，再把垃
圾袋放入‘其他垃圾’桶里。”

近来，一些环保组织成员组
成垃圾分类观察团，借助蔚蓝
地图App的垃圾地图功能，动员
志愿者随手拍小区垃圾分类工
作。

在垃圾分类中，居民会把厨
余垃圾和装厨余的袋子分开投
放吗？牛奶盒投进“其他垃圾”
箱还是“可回收物”箱？泡沫上
的胶带要撕掉吗？这些废塑料
的处理是观察团的观察点之
一。

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
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是
志愿者之一。他说，如果垃圾
袋采取生物降解塑料材质，需
要考虑好衔接问题。一方面，
生物降解塑料完全降解需要满
足工业堆肥的温度、湿度、菌种
等特定条件，因此建设工业堆
肥设施是改用可降解垃圾袋的
前提。另一方面，目前很多居
民使用普通塑料袋作为垃圾
袋，如果这些塑料袋进入厨余
桶，会影响厨余垃圾处理，因此
相关部门应协调好可降解塑料
袋和垃圾分类的关系，教会居
民正确投放可降解塑料袋和普
通塑料袋。

专家建议，明确可降解塑料
的使用范围和适用级别。例如，
与食物接触的包装物、装厨余垃
圾的塑料袋等，应优先考虑使用
可降解塑料。对于大规模使用
可降解材料难度较大的行业，应
推广可重复使用的制品。

塑料污染涉及面广，治污需
齐抓共管、打通上下游产业
链。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塑
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到 2025
年，应基本建立塑料制品生产、
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置等环节
的管理制度，基本形成多元共
治体系。

产业链咋打通？行业协会
可以发挥作用。今年 6月底成
立的绿色再生塑料供应链联合
工作组被认为开了个好头。工
作组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两个
行业协会牵头，16家产业链龙
头企业共同发起。

“解决塑料污染是一个系统
工程，应该把源头减量、产品设
计和中端回收、加工以及后端
再生产品应用等各环节联系起
来，形成一个有利于塑料回收
和再生的闭环。”该联合工作组
副组长王永刚说。

据了解，工作组首要工作是
搭建一套完整的再生塑料标准
体系、认证体系和检测体系，覆
盖再生塑料的全生命周期，科
学评价和指导绿色塑料产品的
设计、生产。比如在标准体系
建设方面，将建立塑料制品易
回收、易再生设计和评价指南
和再生塑料清洁生产评价、绿
色再生塑料评价指标、绿色再
生塑料—产销监管链要求等。

“要从根本上解决塑料垃圾
污染问题，还得靠减量和循环
利用。对于那些采用循环利用
包装、共享布袋等耐用品重复
使用的做法，更值得下大力气
创新和推广。”谢新源说。

据《人民日报》

一些塑料制品将被禁用，你准备好了吗？国家发改委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扎

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公布了禁限相关塑料制品的细化标准。今年1

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印发实施。意见提出到今年底，在直辖

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地的商超、书店等场所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不可降

解一次性塑料吸管、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

随着各地禁限塑料制品力度不断加大，公众、塑料制品企业等准备好跟塑料说

“再见”吗？替代产品能否跟得上？如何实现塑料资源循环再生？记者进行了调查。

巧手“编织”致富路
新华社哈尔滨8月31日电（记

者王君宝）在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
忠仁镇黎明村，有一位远近闻名的

“编织能手”，她叫李明鸽。一团线、
一张桌、一根钩针，成了她的致富工
具。

“这件2000多元，这件3500元。”
在李明鸽的家中，一件件用钩针手工
编织的衣服挂在墙上，色彩艳丽。

39岁的李明鸽原本是一位普通
家庭主妇，农忙时下地干活，农闲时
伺候孩子，生活规律又平淡。2015年
农闲时，她参加了绥滨县组织的钩针
编织技术培训，之后她对这门技艺产
生了兴趣，只要在家中休息，就会摆
弄起钩针。

2016年，李明鸽给自己编织了几
件衣服，发到了朋友圈，没想到后来
竟然接到了订单。有人订购衣服，让
她编织的动力更强了。为了让衣服
样式更加精美，李明鸽上网观看教学
视频，利用各种网络平台交流经验，
提升编织技巧。随着技艺的提高，找
她买衣服的人越来越多。

“做一件衣服有时要一个月，后

来干不过来，我就拉着村里的家庭妇
女一起干。”李明鸽说。在李明鸽家，
几位邻居围坐在饭桌周围，桌上摆放
着一件件半成品，大家一边编织一边
聊天，不时交流编织技巧。

“这都是村里的邻居，我把订单
分解给她们，一人一个部分，有时候
在家自己钩，更多时候会凑在一起，
很热闹。”在李明鸽的组织下，村里十
几位家庭妇女拿起了钩针。

黎明村村民田艳说：“过去的‘麻
友’变成了‘钩友’，方桌变成了圆桌，
生活不仅更充实，也增加了收入。”

李明鸽和邻居们编织衣服的售
价低则几百元，高则数千元。手工
编织让李明鸽这些家庭主妇，每年
有了较为可观的收入，村里一些贫
困户也加入李明鸽的编织队伍中。

如今李明鸽编织的衣服不仅售
卖到全国各地，还因为出色的个性
化设计而销往日本。“现在有了收
入，我爱人都开出租车帮我送货。”
李明鸽说，下一步希望能够扩大编
织队伍，让村里及周边更多的人拓
宽致富路。

9月可赏“火星伴月”精彩天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