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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不少城市试点推行垃圾
分类投放，垃圾分类日渐细化，但仍未
实现全面覆盖。这几天，一些居民就发
出了疑问，“过期药”属于什么垃圾？该
如何处理？

据了解，家庭过期药已被列入《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但由于一些社区未
设置有害垃圾桶、过期药品回收箱分布
不均、居民不了解正规的回收渠道等原
因，很多居民将过期药随意丢弃，成为
污染隐患。

最近，王女士彻底整理药箱时发
现，全家老小使用的一大堆药品已经
过期了，“有的药甚至过期两年了。”王
女士将过期药全扔进了家里的垃圾
桶，转念一想，没开封的药品要是流到
药贩子手中“翻新”再进入市场就坏
了。于是，她把冲剂袋剪开、给口服液
瓶插吸管、把胶囊一粒粒从锡箔包装中
抠了出来……忙乎了半天，再把所有散
装过期药连同废纸盒一同投入了小区
垃圾桶。

据相关人士推算，每百万户家庭
过期药物可达 2.15 亿粒。不论城市
还是农村，弃药主要进入垃圾堆，而
垃圾回收处置体系均不健全，仍未有
针对个人过期药物的专门回收处置
管理体系与技术规范，特别是农村更
为粗放。

目前，北京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垃
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和有害垃圾四
类，分别对应蓝色、绿色、灰色和红色垃
圾桶。但一些街道（乡、镇）尚未开展垃
圾分类工作，很多社区未设置可投放废
药品、化妆品、细长灯管、废手机等有害
垃圾的红色垃圾桶。

有的小区没有红色有害垃圾桶，居
民家里的过期药如何处理？目前北京部
分区在社区居委会设置了过期药回收
箱，但居民在网上无法查询回收点位置，
甚至有些食药所也不掌握点位信息。

东城区东花市食药所工作人员表
示，自己也不清楚哪个社区有过期药回
收箱。“我们委托一个公司收药，公司说有
的社区有过期药箱，具体哪个我也不清
楚。”家住东城区的李阿姨说，如果家附近
没有过期药回收箱，她也懒得带着过期药
挨个社区打听，通常就直接扔掉了。

网上能查询到的回收点，也存在
“不再收药”“药箱已满”等情况。另外，
一些社区偶尔会举办“回收过期药”活
动，但无法形成常态化。

家庭过期药品已被列入《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随意丢弃过期药可能对环
境造成危害。那么，哪里有权威渠道可

以回收过期药品？一些居民认为，医院
和药店或许有“过期药品回收箱”。

但通过拨打朝阳医院、东直门医
院、宣武医院、安贞医院、中日友好医
院、天坛医院、北医三院的咨询电话
或药房电话，询问是否设有过期药品
回收箱，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设置”

“没有见过”。

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表示，过期药
流入环境会产生危害。“西药是化学品，
含有抗生素、激素等，进入土壤会产生
污染，且容易被植物吸收，溶解到水中
会污染水体。中药也有药性，进入土壤
和水体同样会造成污染。”

世界卫生组织 1999年出台了全球
第一个过期药物指导性文件，相关工作
在西方国家得到了较好的实践。例如，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启动了“国家废弃药
品回收处理计划”，过期药物可在任何
一家药店得到免费回收处理；欧盟
2004/27/EC指令中第 127条 B指出，所
有成员国均要建立过期药物回收机制；
美国环保署鼓励每个家庭参与到当地

危险废物回收项目，处理好过期药品。
对此，专家建议建立药店实体回收

联盟，各医院和居民小区设置独立过期
药物回收箱。最重要的是引导医生合
理开药，居民也要改变“囤药”的习惯，
从源头上减少产生过期药。

没有有害垃圾箱、又没有药品回收
箱的小区，居民要如何处理过期药？王
维平指出，过期药绝对不能扔进厨余垃
圾箱，因为厨余垃圾多用来堆肥，将来
还是会回到土壤中去。过期药没有回
收价值，也不应该投入可回收垃圾
箱。如果小区没有有害垃圾箱或者过
期药回收箱，居民可将过期药投入“其
他垃圾箱”，这里的垃圾大部分会进入
焚烧厂处理。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几
年常有政府部门、药企和零售药店开展
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公益活动，建议将过
期药品送至这些回收点处理。如果自
行处理，应将包装盒撕毁，防止被孩童
捡食或他人乱用。对于一些口服的片
剂、胶囊、颗粒剂等固体药品，不要整瓶
或整盒扔掉，建议将药品从包装中取
出，混在生活垃圾中处理掉。对于口服
液、眼药水等液体药品，可以把液体挤
出来混入生活垃圾处理。 （张璐）

西安

天气炎热的时候，地铁车站成了不少市民的“避
暑地”。近日，西安地铁在除三号线高架车站、北客
站、四号线部分客流较小的车站外，其他车站均设置
了非付费区夏季防暑纳凉专区，供乘客路过时休憩，
这一举措得到了“纳凉市民”的一致好评。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近期，陕西南部持续高温天气，中国铁
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车辆段紧盯车
辆检修源头质量，加强生产组织，严格“三检

一验”制度落实，确保车辆安全上线运行。
图为该段检修车间职工在焊修车体。

周道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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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
分工方案》，对于诸多民生难题提
出了明确的解决时间表。

2019年底前，养老保险转移
接续可网上办理

长期以来，职工在跨地区跳
槽就业后，社保转移接续的手续
往往比较繁琐，费时费力，是一大

难点痛点。
方案提出，加快建成全国统

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实
现个人权益记录查询、自主认证、
养老保险待遇测算、社保卡应用
状态查询等“一站式”功能，全面
取消领取社保待遇资格集中认
证，优化社保卡服务，加快推进电
子社保卡。2019年底前实现养老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网上办理。

网上办理后，养老保险转移
接续将更加简便，个人来回奔波
跑腿的麻烦有望大大减少。

2019年底前，解决银行卡解
绑和异地注销难

方案提出，指导督促商业银
行优化服务，2019年底前解决银
行卡解绑和异地注销难、“睡眠
卡”收费不透明等一批群众反映

强烈的问题，加快推动解决继承
财产支取难问题。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
第一季度末，全国银行卡在用发
卡数量 77.73 亿张，全国人均持
有银行卡 5.57 张。一直以来，银
行卡异地注销比较难，有的要求
必须到开户行才能进行注销，但
为销户跑趟外地不划算，不销户
又担心欠费会影响个人信用。

到 2019 年底，银行卡解绑
和异地注销难、“睡眠卡”收费
不透明等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将大大方便群众，省去了往返
跑腿的辛苦，也免除影响信用
的后顾之忧。

2020年6月底前，全面推广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奇葩”证明、循环证明、重复

证明等“证明难题”长期困扰着
群众，名目繁多的各种证明也让
居委会等组织不堪重负。

方案提出，2020年 6月底前
全面推广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进一步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解决群众
反映强烈的“万能居委会”“社区
万能章”等问题。

据司法部统计，截至 2019年
4月底，各地区、各部门共取消证
明事项13000多项。今年5月份，
司法部已印发《开展证明事项告
知承诺制试点工作方案》，进一步
从制度层面解决群众办事难、办
事慢、多头跑、来回跑等问题。

2020 年 6 月底前全面推广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用承诺替
代证明，“证明难题”有望进一步
缓解。

2019年底前，制定规范水电
气暖等收费的意见

方案要求，一些带有垄断性
质的供电、供水、供气、供暖等公
用事业单位及医院、银行等服务
机构，要从方便市场主体和人民
群众出发，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大幅压减自来水、电力、燃气、供
暖办理时间，提高相关政策透明
度，大力推行 APP办事、移动支
付等。

在时间表上，方案明确，2019
年底前研究制定规范水电气暖等
行业收费、管理、服务等方面的综
合性意见。

水电气暖等行业收费与每个
人有关，以后收费不仅会更透明，
办理时间也将大幅缩短。

（李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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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郭喆） 8月 12日，按照公安部的统一安
排，省公安厅在韩城市组织统一销毁枪爆物品活动，集
中销毁收缴的非法枪支、报废公务用枪共 4千余支，子
弹14万余发、仿真枪近2千支、管制刀具3千余件。

今年以来，我省各级公安机关扎实开展打击整治枪
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更有力地推动对非法枪爆物品的
收缴工作，严厉打击各类涉枪涉爆案件。据统计，截至
7月 31日，全省共捣毁非法枪爆物品窝点 4处，打掉涉
枪爆违法犯罪团伙 11个，查处各类涉枪爆案件 500余
起，收缴非法枪支739支、子弹6.5万余发、仿真枪700余
支、管制刀具3千余件。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公安机关将继续
保持对涉枪涉爆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坚决捣毁生产
储存窝点，切断运输流通渠道，查禁售卖摊点店铺，收
缴流散非法枪爆物品，为群众营造更加平安祥和的社
会治安环境。

我省集中销毁枪爆物品

8月5日，在西安市西太路上的
中建三局西安国际康复医学中心项
目（以下简称康复医学项目），综合
管理员呼延文远右手提着一个黑塑
料袋，左胳膊夹着三个饮料瓶，艰
难地打开垃圾箱盖之际，夹着的一
个塑料瓶乒乒乓乓地滚落远方……

塑料袋挺空啊，为什么要把饮
料瓶夹在腋下？呼延文远说：“我
正在矫正自己垃圾分类的习惯。”
这是自康复医学项目党支部 7月 15
日发起垃圾分类倡议以来，职工认
识变化的一个缩影。

尽管垃圾分类大家都支持，可
如果自己分好了，又统一交给垃圾
清运车，岂不是白折腾？

早在 7月 11日，该项目的党员
们就带着问题分头行动了。首先党
员们找到在附近羊元村的养猪户李
大爷夫妇，每天免费送他们 60升左
右厨余垃圾喂猪，一下子解决了四
大类垃圾之一的去向难题。

项目办公室又计划将可回收
的饮料瓶、纸箱等回收整理，定期
卖给废品回收站，并将得来的钱
买成生活用品奖励给垃圾分类做
得好的职工。

“我们项目上的有害垃圾目前
大致有废旧电池、灯管、打印机硒鼓
等，量都不大，我们先用箱子装起来
集中放置，等西安市正式执行垃圾
分类后再上交。”党员席坤鹏说。

解决了这几类垃圾难题，剩下的其他垃圾，继续沿
用老办法交由原来的垃圾回收车，垃圾分类办法在康复
医学项目部正式形成。

7月 15日，康复医学项目党支部召集全项目 38人
开会，以党支部的名义正式向全体职工发出了实施垃圾
分类的倡议书。

一个时期内，垃圾分类成了项目内外职工茶余饭后
的一个话题。倡议第三天，呼延文远将喝空的饮料瓶
随手就扔进了路边的一个有害垃圾桶。走了 10多米
后，他觉得不对，又跑回垃圾桶，把饮料瓶拣出来放
进了可回收垃圾桶里。再接着，后面就有了文章开头
出现的一幕。

目前，倡议发出不足一月，该项目可回收垃圾已经
卖过三次，并将所得收入用于采购毛巾、牙膏、牙刷以及
洗发水等，奖给了几位垃圾分类做得好的一线职工。垃
圾分类工作，在康复医学项目党员的带领下，提前适应，
以最实在的推进方式被广大职工身体力行着。

本报记者 王何军

《中国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白皮书》
披露，80%以上的家庭都没有定期清理
药箱的习惯，全国一年产生过期药品大
约 1.5 万吨。但现实生活中，家庭过期
药品的回收工作很不尽人意。大多数
人称，会把过期药品直接扔在垃圾箱，
或者将药品溶解倒进马桶。

国家《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的规定其实很明确，危险废弃物“应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的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
理”。但目前，家庭过期药回收主要靠
个别企业或者政府部门的公益性活动
在进行，一些地区也在“摸索中前进”。

如今，不少城市试点推行垃圾分类

投放，过期药品无疑属于有毒有害垃
圾，此乃良好契机。但从“减少存量、遏
制增量”方面考虑，解决“过期药品回
收”还须综合治理。

首先，在法规层面应规范药品生产
和经营单位建立和完善过期药品回收
和处理制度，通过技术手段使过期药品
得到及时、无毒、无害的处理，并要求厂
家对本厂生产的过期失效药品及时回
收和处理，增加药品说明书的内容，包
括药品过期后禁止使用的标识、使用过
期药品可能造成的危害、过期药品回收
后的处理方法等。

其次，进一步落实《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县级以上政府应成立专
门机构，负责对过期药品进行回收。对

于不能返回到药品生产企业的过期药
品，由该机构定期组织处理；强化公众
过期药品回收意识，从宣传过期药品危
害性入手，使公众逐步了解相关法规，
自觉按垃圾分类要求去做。

再次，药品监管部门可要求药品包
装小量化，医疗部门对医生的处方可有
所限制，医保部门在确定报销的单病种
付费和总额预付的基础上，能让医生不
开所谓的大处方，或者能限制住医生手
中的这支笔。

另有专家建议，把“过期药品回收”
公益化，配送员会上门回收过期药，并赠
送代金券，在购买药品时使用；发挥零售
药店宣传窗口作用，设立药品回收基金，通
过兑换礼品方式予以激励等。（姚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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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卫）进入暑期旅游旺
季，西安诸多主题乐园、景区等纷纷
推出多种形式的夜间旅游产品，受到
游客追捧。夜间旅游发展方兴未艾，
为以观光为主的传统景区带来了提质
升级和挖掘文化旅游潜力的机会。

日前，携程发布数据统计，西安作
为今年暑期旅游的热点城市，再次上
榜全国十大暑期夜游人气城市。

每当夜幕降临，西安大唐不夜
城就在夜色中被点亮，更加焕发出

“不夜”之魅。穿行于街道的身着古
装的美女们衣袂飘飘，让人恍惚间
如同梦回大唐。大雁塔北广场、曲江
池、德福巷、白鹿原、西安秦岭野生动
物园……丰富的夜游项目使西安成
为游客追捧的热门旅游地。

博物馆、展览馆也是“夜游经济”
拉动文化需求的重要场所，展览经济
正在成为大城市居民的一个新的需
求点。从前，许多博物馆、艺术馆下
午 5时关门，上班族难以在平时参
观。现在，情况正慢慢改变：今年夏
季，陕西历史博物馆延长了开放时
间，为每日 8：30至 19：30，停票时间
由原来的 16：30延长至 18：00。夜游
博物馆别有一番乐趣，大家可以尽情

体验一下博物馆奇妙夜。
夜游项目的丰富可大大延长游客

的驻留时间、提高游客过夜率等。因
此，“夜游经济”发展大有潜力可挖。

2018年 4月，为提升西安经济活
力，助推品质西安建设，形成观光游
憩、文化休闲、演艺体验、特色餐饮、
购物娱乐五位一体的产业发展模式，
西安市政府正式印发《关于推进夜游
西安的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了西
安市将构筑西安“一极两轴五板块多
节点”的发展格局，即以明城墙范围
内的产业整合与提升为重点，打造西
安“夜游经济”的增长极；以曲江、浐
灞、高新、临潼、西咸等为“夜游经济”
集中建设发展板块；依托五大板块区
域内的主要景区、特色街区、商圈及
夜市等，形成人气相对集中的“夜游
经济”消费节点，形成一批与区域商
圈发展相融合、具有一定带动辐射功
能的特色夜游消费街区。

《方案》提出，到 2020年，西安市
将完成五大类别的夜景亮化工程，特
色夜游街区达到30个，新增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500亿元以上，全市具有
规模的特色夜市达到 100个，夜游西
安成为古都旅游形象的新亮点。

80后退伍军人陈小艺在家乡宁陕县广货街镇开办
了一家农家乐。2018年，陈小艺加入了县上的职业农民
协会，成立了合作社，帮助贫困群众代卖土特产，其中自
制的玉米锅巴，一年能卖8万袋左右。

“现在农家乐一年能纯赚20万，各类土特产每年的
纯收入有30万，自己家里种植的板栗、核桃能卖2万，给
群众放电影国家补贴1万多……”说到家里的收入，陈
小艺眉飞色舞。 杨宁 杨卓 摄

“过期药品回收”还须综合治理

上榜全国十大暑期
夜游人气城市

佳县米佳乐杂粮加工有限责任公司不慎将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610828667987771H，特此声明。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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