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见习记者 刘乐蒙

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
伞……在共享经济产物随处可见的
今天，当听到酒店用上共享布草时，
你怎么看？

“很洁净，没有异味，睡得舒
服。”这是9月12日入住三亚“一人
一海”民宿的海口旅客沈女士给出
的评价。

布草，是酒店、饭店等公共场所
提供的浴巾、床单、被套等洗涤纺织
品的统称。共享布草的出现，是行
业分工更加精细化的结果。这将给
酒店布草洗涤行业带来革新，是产
业升级的一次契机。

本省新闻 2020年9月15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陈奕霖 美编：张昕 检校：卫小林 邝才热A07 综合

■■■■■ ■■■■■ ■■■■■

通过芯片实现布草全生命周期管理，酒店使用共享布草省时省力

共享布草上“芯”省了酒店的心

奔驰推出金秋车展最大专属优惠
部分车型综合优惠力度达数万元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金秋车展正好赶上销售旺季，品牌的宣传
和市场影响力都将得到很大的提升。”近日，正
在积极筹备车展的海南中升星辉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志斌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
了能够在此次车展上打响“金九银十”的销售头
炮，为年终销量奠定坚实基础，该公司将推出远
超以往的专属优惠力度，部分奔驰车型的综合
优惠力度最高可达数万元。

在位于海口美安科技新城的海南中升星
辉奔驰美安旗舰店，何志斌介绍，此次金秋车
展将展出奔驰12款车型，其中，刚刚上市的
GLA200、CLA200是主推车型。

“对空间要求高的顾客而言，GLA200配备
的1.3T直列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使用了多项

AMGF1方程式赛车的顶尖技术，空间进化，轴
距比上一代增加30毫米，内部空间更加宽敞，同
时辅以超大的全景天窗，呈现出开阔通透的空间
感。对于关注外观、渴望时尚的顾客而言，
GLA200升级了64色环境氛围照明系统+10种
主题色彩氛围灯、‘巴黎钉纹’按键、独有的‘洗车
模式’等，更显豪华。”何志斌介绍，而对于喜欢高
科技的顾客而言，GLA200两块10.25英寸高清
触控连屏的背后，是MBUX拥有的行业里一流
的硬件配置，这套系统能够实现实景穿越导航，
最终将车载高清摄像头捕捉到的实时画面与导
航指引信息深度融合，达到直观呈现的效果，“而
且，使用MBUX这套智能系统，可以实现人车交
互，驾驶人在车上可以语音控制车窗的开关。”

“我们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参加车展的。”何
志斌说，此次金秋车展上将有6年双保无忧产

品，包含6年24次保养和6年车辆保
修等增值服务。此外，针对抗疫医
护人员，除了以上优惠之外，还可额
外享受价值最高万元以上的购车优
惠，GLA200也有专属优惠。

“奔驰的新生代车型，主要是为
了提高消费人群生活质量。为了让
消费者更早拥有心仪的奔驰，所以我
们特别推出了购车可以享受到0首付48
期分期付款的金融贷款项目。”何志斌表
示，厂家十分重视金秋车展，不仅装置了厂
家展具，还充分保障热销车型的供应，在车展期
间针对现车和在途车辆推出多重资源优惠，购车
一个月之内就能提车。

何志斌向记者透露，此次公司参展的车型在
车展现场均可提供车型鉴赏、现场免费进行旧车
评估和置换等服务，“另外在我们的中升星辉奔
驰美安旗舰店里更有咖啡厅、书吧、茶社、台球、

影音室、儿童乐园等丰富的体验设施，也欢迎顾
客朋友们前往中升星辉奔驰旗舰店享受更加豪
华的购车体验”。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

海报

关注2020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我省优化调整电动汽车
峰谷分时电价政策
12月1日起执行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梁振君）省发展改革
委9月14日发布通知，决定对我省电动汽车峰谷分时
电价政策进行优化调整，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用电按其
所在场所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峰谷价差保持不变。
调整后的电动汽车峰谷电价政策从12月1日起执行。

调整后峰段时间共8小时，具体时段为：16：00-
24：00。平段时间共8小时，具体时段为：08：00-16：
00。谷段时间共8小时，具体时段为：00：00-08：00。

根据最新公布的海南省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用电
峰谷分时电价表，居民生活用电部分，电压等级不满1
千伏的，峰时段电度电价为1.0333元/度，谷时段为
0.3189元/度，平时段为0.6295元/度。电压等级为1
千伏及以上的，峰时段电度电价为1.0003元/度，谷时
段为0.3089元/度，平时段为0.6095元/度。

工商业及其他用电部分，电压等级为220千伏及
以上的，峰时段电度电价为0.9828元/度，谷时段电度
电价为0.3165元/度，平时段电度电价为0.6062元/
度。电压等级为 110 千伏的，峰时段电度电价为
0.9993元/度，谷时段电度电价0.3215元/度，平时段
电度电价0.6162元/度等。

我省就新能源汽车
售后服务规范征求意见
意见反馈截至10月8日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罗霞）省商务厅9月
14日发布《海南省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规范（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规范》），就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规
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根据我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安排，省商务
厅牵头起草了《海南省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规范》，在
第一次征求意见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完善，此次再次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10月8日。

《规范》规定了我省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的整体
要求，包括经营者基本要求、售后服务流程要求、售
后服务质量要求和三包责任及争议处理等基本要
求；鼓励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经销商及售后服务商
在该标准规定基础上，做出更有利于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售后服务承诺。

布草装上芯片——
各个环节有据可查

“1.5米床规格床单、被套40套，1.8米床
规格床单、被套80套，标准枕套500套……”
9 月 11 日，陈学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小程
序，结合当天客房预订情况，快速预估出第
二天的酒店布草换洗量，开始操作共享布
草下单。

陈学慧是海南中改院学术交流中心酒店客
房部主管，他所就职的酒店使用共享布草已有
1个多月时间。“共享布草布料是一种新型材
料，由洗涤企业提供，我们免费使用，他们只收
取洗涤费。比以前服务我们的洗涤厂洗得干
净，返洗率低，配送及时，住客满意，我们也满
意。”陈学慧说。

走进酒店客房，在陈学慧的提醒下，海南日
报记者看到，每一件布草边缘，都藏有一个食指
大小的芯片。据介绍，这是一枚超高频RFID
芯片，相当于布草的“专属身份证”，通过芯片可
实现对每件被服自采购、投放、收发、洗涤、周转
到报废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有了这枚小小的芯片，我们每次把使用过
的布草装箱存放后，共享布草洗涤公司只要派
个人过来，拿着一部扫描设备‘扫一扫’就能点
清，效率大大提高。”该酒店总经理姜铜说，以前
则需要双方各派出两个人清点，耗时耗力。

给布草装上芯片，洗涤公司与酒店也不用
担心布草的丢失和损耗，因为各个环节都有据
可查，可以追踪到人。

洗涤耗能降低——
标准化管理确保布草质量

据不完全统计，2019 年，海南酒店数量
已超过1万家，其中绝大多数酒店没有自建
洗衣房，需要依靠第三方洗涤厂提供日常布
草洁净服务，而多数洗涤厂规模小，服务质量
参差不齐。

曾从事传统布草洗涤业的朱志平坦言，传
统布草洗涤厂在旅游淡旺季会分别遇到不同的
难题，“海南旅游淡旺季明显，淡季入住率一般，
布草洗涤需求小，但机器运转的水、电、蒸汽消
耗是恒定的，开机就意味着能耗增加，难以做到
集约化管理；旺季满房率较高，布草洗涤需求
大，极为考验产能，如果强行接单会导致布草洗
涤质量下降。共享布草的出现，打破了原来各

家酒店布草难以集中统一洗涤的难题。”
记者近日来到一家位于定安的共享布草洗

涤企业——七星清洁科技有限公司。该企业负
责人邓海军介绍，从各家酒店回收的共享布
草，由于规格、样式相对统一，可实现集中统一
清洗，机器“满载”开工的几率大大提高，水电耗
能相比传统洗涤厂大约降低35%，蒸汽耗能降
低40%以上，“公司还专门花费数十万元购买
了污水处理设备，确保排污符合环保要求。”

“如果还是按照传统模式，布草属于酒店所
有，送至洗涤企业后，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为了
节省成本，设备老化不更新，还会使用廉价洗涤
剂，不但大大缩短布草使用寿命，也易对客人造
成伤害。”海口美兰机场逸唐飞行酒店总经理何
锡洪说。

邓海军表示，共享布草回收后至少要经过
20道洗涤程序，重污布草则有专门团队人工处
理，“每个月我们还会请第三方检测机构介入，
确保产品符合国家标准。”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共享布草是洗涤行
业的变革，也是顺应市场发展需求的创新。
这种模式可以让酒店省钱省事省心，因为酒
店不需要购买布草，没有损耗，避免了淡季资
源闲置，也不用安排人工专门清点，又节省了
人力。而消费者能获得洁净、卫生、舒适、标
准化的服务产品。

业内人士建议——
长远发展须把好清洁关

“现在市场竞争很激烈，为了让客人睡得
更舒适，如今酒店与酒店之间的布草用料差距
并不大，洗涤企业推广共享布草，一方面将

‘料’提质升级，另一方面用更高的标准去
‘洗’，实质上是帮助海南酒店行业向前走了一
大步。”何锡洪说，他很看好共享布草，希望有
更多酒店加入使用行列，一起给客人更好的产
品和服务。

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生认为，
除去原材料供应端，共享布草是一个共享、洗
涤、配送闭环，共享环节在常规的旅游团接待类
酒店和快捷酒店需求很大，但对于整个酒店行
业而言，洗涤和配送环节的深度转型升级有更
广阔的市场空间。

“共享环节并非适用于所有酒店。比如一
些高星级酒店或国际品牌酒店，有自身的布草
采购标准，会更注重酒店自身的品牌，而一些主
题化酒店因为针对目标客源市场，又会在自身

布草中体现特色，因此共享和个性化很难实现
有机统一。”王健生说，但共享布草的优势还在
于集约化管理，可以发挥规模化生产和配送优
势，为酒店节约成本，提高企业效能。

王健生表示，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大背
景下，布草洗涤企业可以从三方面发力：首先借
助免税政策，以低于国内的价格，购买国际先进
的全自动设备，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生产力；其
次，在洗涤用料上对标国际一流，提升洗涤质
量；最后，引入管理人才和经验，进一步促进自
身发展。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陈扬乐对共享布
草这一模式表示鼓励，但他同时提醒，发展共享
布草，关键还是要保证清洁的质量，“有过硬的
操作程序和规范，接受当地卫生部门的指导，确
保布草卫生安全，保证送达时间，同时具有价格
优势，方能长远发展。”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

◎通过芯片实现对布草自采
购、投放、收发、洗涤、周转到报
废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为消费者提供洁净、卫生、舒
适、标准化的服务产品

◎集约化管理、规模化生产和
配送，为酒店节约成本，提高企
业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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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布草所使用的全自动流水线。
本组图片均由见习记者 刘乐蒙 摄

共享布草的RFID芯片。

浪费可耻 节约光荣
儋州市直机关食堂推行“光盘行动”

党员干部带好头
按量取食成习惯

本报那大9月14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
珂 通讯员韦雪梅）儋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市直机关
食堂大力推行“光盘行动”，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坚
决杜绝“舌尖上的浪费”，号召全市各级党政机关的党
员干部职工带好头，勤俭节约，珍惜粮食。

9月14日中午，在儋州市直机关食堂吃午饭的党
员职工，都自觉做到按量取食。该食堂负责人王晓霞
说：“党员干部职工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光盘行动’
已成为大家的一种生活习惯。”

当天中午，海南日报记者在儋州市直机关食堂看
到，“节约粮食”“光盘行动”“杜绝铺张浪费”等宣传
标语随处可见，食堂服务员在干部职工取饭菜时，温
馨提醒节约粮食，按量取食。食堂打饭人数较多，但
都是吃多少拿多少，吃完饭后，餐盘没有剩下很多饭
菜，除了骨头和少许饭菜残渣，泔水桶内几乎看不到
扔掉的主食。

“勤俭节约，珍惜粮食，是值得大力弘扬的中华民
族优良传统。”儋州市侨联党员干部陈玉君说，党员干
部理应响应中央号召，带头落实“光盘行动”，做文明生
活的传播者。

儋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大力宣传“光盘行动”、杜
绝“舌尖上的浪费”等文明生活理念，并监督落实。该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局通过手机微信、宣传画、宣传
册等方式，大力宣传节约理念，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成
立了监督小组，每天在市直机关食堂巡查，督促广大干
部职工践行“光盘行动”。

奔驰GLA即将亮相金秋车展。（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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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餐厨垃圾管理工作存在的问
题，三亚市人大专门立法，出台《三亚市
餐厨垃圾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对餐厨垃圾定义、行政管理体制、特许经
营管理、相关主体义务、监督管理措施等
进行严格界定，制定相应罚则，违者最高
可处罚100万元。据了解，这是全省首
部餐厨垃圾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餐厨垃圾管理立法势在必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提出，海南要实
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到2035
年生态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居世界
领先水平。《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
施方案》要求，海南要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到2020年基本实现全省生活垃圾转
运体系全覆盖，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到95%以上。2019年4月，三亚市成为全
国首批“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出台《三
亚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提出
明确的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

三亚市餐厨垃圾处理项目是国家发
改委确定的全国首批33个餐厨垃圾资
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项目之一，

于2012年5月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
特许经营者，2015年12月建成投入试运
行，2018年6月通过国家有关部委组织
的终期验收。该项目运营4年多来，取
得一定的成效和经验，但也存在不少问
题，突出表现在：餐厨垃圾收运量明显低
于产生量，一些餐厨垃圾产生者未足量
交付餐厨垃圾；由于收运车辆通行不便，
部分老城区的餐厨垃圾未能得到及时收
运；收运企业与部分餐饮企业沟通不畅，
投诉时有发生；收运企业部分人员服务
意识较差，服务质量亟须提升；有的行政
执法部门执法依据不足，执法力度还需
要加大等。

三亚市人大有关负责人指出，打造
海南自贸港建设标杆，落实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相关要求，加快推进“无废城市”
试点建设，三亚市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解决突出问题，将餐厨垃圾管
理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规定》全面具体可操作性强

据了解，目前我国有关餐厨垃圾的
管理，尚没有专门的法律、行政法规，虽
然国家和省级有关法律法规有涉及餐厨
垃圾的管理，但相关规定都比较笼统。
《规定》结合三亚实际进行具体细化，以
增强相关规定的可操作性。

餐厨垃圾具体指什么？根据《规
定》，餐厨垃圾是指餐饮业经营者、单位
食堂（以下简称餐厨垃圾产生者）在食品
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
的食物残渣、食物加工废料和废弃食用
油脂等。

《规定》针对餐厨垃圾产生者和收
运、处置服务企业分别规定不同义务。
对于餐厨垃圾产生者的义务，从使用专
用收集容器、按照规定安装油水分离设
施、每日按时分类交付、将餐厨垃圾交由

收运服务企业收运等方面予以明确；对
于餐厨垃圾收运服务企业的义务，从每
日按时分类收运、保持收运车辆密闭完
好整洁、将餐厨垃圾交由处置服务企业
处置等方面作出规定；对于餐厨垃圾处
置服务企业的义务，从按照规定分类接
收和处置餐厨垃圾、按照规定处理废液
废气废渣、定期对处置设施的性能进行
检测评价、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监测设备
等方面提出要求。

《规定》还对擅自收运处置餐厨垃
圾、随意倾倒抛撒堆放餐厨垃圾、在运输
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餐厨垃圾、利用未
经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垃圾饲喂畜禽、将
餐厨垃圾及其加工物用于食品生产加工
等行为予以禁止。

《规定》要求，餐厨垃圾产生、收运、
处置实行台账和联单管理。餐厨垃圾产
生者和收运、处置服务企业应当在台账
中如实记录餐厨垃圾的种类、数量、去

向、用途等情况，定期向环境卫生主管部
门报告。

违反《规定》最高可罚100万元

对违反《规定》的各种违法行为，《规
定》都制定了具体罚则。

餐厨垃圾产生者和收运、处置服务
企业未执行台账或者联单管理制度的，
由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
下的罚款。

餐厨垃圾产生者未将餐厨垃圾交由
取得服务许可证的餐厨垃圾收运服务企
业收运的，由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对单位处以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以100元以上500
元以下的罚款。

餐厨垃圾收运服务企业未将收运的
餐厨垃圾交由取得服务许可证的餐厨垃

圾处置服务企业处置的，由环境卫生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10万元以上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餐厨垃圾处置服务企业未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安装使用监测设备、实时监
测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并公开污染排放
数据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以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
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无
害化处理的餐厨垃圾饲喂畜禽的，由环
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10万元
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7月3日，三亚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十次会议第二次审议表决通过《规定》。7
月31日，海南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批准《规定》。8月28日，三亚市人大
常会公布《规定》，将于10月1日起施行。

三亚市人大有关负责人指出，《规
定》的公布施行，是三亚市积极落实《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的
重大举措，将加强餐厨垃圾管理，改善人
居环境，保障食品安全和公众身体健康，
为三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标杆提
供法治支撑和生态保障。 （撰文/悦光）

《三亚市餐厨垃圾管理规定》解读——

在三亚违规处理餐厨垃圾最高可罚1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