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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晓梦

今年 12 月起，我省将全面“禁
塑”。

“禁塑”后，我省如何推广使用替
代产品？供需方如何实现有效衔接？
买卖各方的利益诉求和现实需求又分
别是什么？9月26日，在海口举行的
恒鑫·第一届海南“禁塑”论坛暨供需
对接专题活动，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
者，省内外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生物
质制品等“禁塑”替代品生产供应企业
代表，以及我省部分学校、酒店、商超
等需求方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上述系
列问题进行对接交流，共同助力“禁
塑”工作向前推进。

供应方：“目前尚处过
渡阶段订单量不多”

透明杯子、绿色吸管、木色外卖
盒、乳白色餐具……在活动现场的“禁
塑”替代产品展示区域，多家生产企业
带来各式各样的全生物降解塑料制
品、生物质制品及其它替代品进行集
中展示。

“来我们展台咨询的客户有不少，
他们主要关心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
产品体系是否齐全，二是采购报价，三
是供货是否顺畅充足。”海南恒鑫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林三棒在现场

介绍，“禁塑”替代产品因其环保优良
性备受关注，参加此次活动，他们期待
可以对接更多需求方。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采访发现，
“禁塑”替代品如何“叫好又叫座”，是
目前不少生产企业期待解决的共性问
题。“我们公司的生产线今年8月具备
生产能力，截至目前已生产膜袋类产
品约6吨。”金塑（海南）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金普东直言，目前“禁塑”
尚处推进和过渡阶段，他们接到的订
单量并不多。

按照工作安排，今年 8 月至 11
月，海南省机关单位、学校、医院、大型
商超、国企、旅游景区等重点行业和场
所率先试点开展“禁塑”工作，逐步减
少膜袋、餐具等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的使用。从今年12月 1日起，
《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名录（第一批）》（以下
简称首批《名录》）正式全面实施。

今年12月1日，成为一个关键的
时间节点。不少生产企业对全面实施

“禁塑”首批名录后的市场需求量增长
表示期待，金普东即是其中之一。“可
以预见，下一步与‘禁塑’相关的宣传、
执法监管工作跟上，在首批《名录》正
式实施后，海南市场需求量或将迎来
一个小高潮。”金普东指出，他对未来
市场发展较有信心。

福建省南平市翔龙竹木工艺厂负

责人林桂新同样“掐着时间”寻找商
机。“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往海外市场，
海南市场属于刚开拓阶段。”林桂新
说，工厂主要以竹子为原料，生产竹制
吸管、刀叉、餐具等“禁塑”替代品，他
希望随着“禁塑”工作的深入推进，能
够在海南可以找到更多订单。

需求方：“希望替代产
品物美价廉”

有人想把产品卖出去，有人则想
买到产品。

“我们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禁
塑’替代产品，作为餐饮经营方，成本
控制是我们的一大考虑因素。”海南旭
杨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宋
鸿钰介绍，他们公司主要经营学校、单
位食堂等餐饮服务，作为率先试点的
重点行业和场所，他们已开始逐步使
用替代产品。

对于替代产品的使用诉求，宋鸿
钰提到了“价格”这一关键词。她以该
公司所经营的某家食堂为例说道：“原
先食堂采购普通塑料打包餐具的价格
约为每件180元（包括300套盒子和
盖子），现在采购的替代产品价格为每
件330元（包括200套盒子和盖子），
每个月采购成本多出约2倍。因此我
们希望价格能降下来。”

这并非个例。根据权威部门提供

的调查数据显示，有试点单位餐饮打
包袋采购价每个1元；有超市购物袋
售价每个0.8元，接近原普通塑料袋
每个0.3元的3倍价格；某医院小号药
品袋的采购价格甚至达到原塑料袋价
格的10倍。目前，替代产品价格较传
统塑料增加较大，提高了消费者使用
成本，也降低了消费者使用意愿。

“作为需求方，我们最关注的就是
替代产品价格，以及产品性能和使用
体验。”海南芃名智能新零售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芳静介绍，该公司主要经营
无人自动饮料售卖等业务，目前在海
南已投放和计划投放的无人自动咖啡
贩卖机共有50台，每个月需要消耗大
量的一次性杯子和盖子。

提到替代产品的使用诉求，陈芳
静坦言，“我们需要具有防烫、防滑、可
落杯等性能特点的杯子，这可以说是
符合我们这一行业应用场景的个性化
需求，但符合这一要求的产品并不好
找。”她进一步提出，希望替代产品体
系和类型可以更丰富和多样化。

专家：实现供需有效衔
接、缩小价格差

“企业尚未建立起成熟的销售渠
道、替代品供应不充分，是影响供需有
效衔接的因素。”对上述问题，省生态
环境厅土壤和农村环境管理处有关负

责人指出，替代产品市场缺乏成熟的
销售渠道，表现在采购价格高、货源
少；试点单位采购量较少；替代产品推
广慢等方面。

而替代品供应不充分，则表现为
购物袋、垃圾袋、纸碗、纸盘、纸吸管等
产品供应量相对充足，但对应的商品
品种开发较少，不能较好地满足复杂
多样的应用场景要求。“例如，饮料杯
的替代对象包括一次性纸杯、餐馆一
次性塑料杯、冷饮店压膜塑料杯等多
种应用需求，目前可降解饮料杯受市
场原料供应限制，产品供应有限，存在
缺口。”上述有关负责人结合实际情况
分析认为，推广替代产品使用，亟待解
决供需有效衔接的问题。

此外，如何缩小替代产品与传统
塑料制品之间的价格差问题，也关系
替代产品在市场上的接受度。

“要加大研发投入，持续开发新型
全生物降解塑料种类，结合海南本地
特点研发相关制品，逐步降低成本，不
断提高应用领域。”中科院理化所研究
员、工程塑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季君晖表示，海南有相应的上游产业
基础和地理区位优势，可规划延伸产
业链，逐步带动新的塑料替代品产业
集群发展，再加上建设海南自贸港政
策优势，形成流通闭环、商业闭环和价
值闭环。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

我省供需各方聚首探讨，寻求“禁塑”工作多赢之策

塑料替代产品能否叫好又叫座？

近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营根镇新朗村，村委会干部和
营根镇纪检工作人员在张贴扶贫
工作公示，接受群众的监督。

近年来，琼中县纪检监察部
门加强对全县各村（居）村务公开
的日常监督，推进“阳光村务”，倒
逼基层党组织依纪依法履职。村
务公开保证了群众的知情权、参
与权，强化了群众的监督作用，拓
宽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发现问题的
渠道，进一步推动日常监督取得
实效，为该县扶贫工作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图\文

“阳光村务”
为扶贫护航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马
珂 通讯员 汤颖 吴蕾）9月26日下午
6时，在晚高峰拥堵的海口市国兴大
道上警灯闪烁，一场“生死时速”正在
上演：多位海口交警铁骑为一辆从文
昌市开向海南省人民医院的救护车开
道，车上载着患有心功能衰竭、肺水肿
的13岁男孩小文（化名）。

由于男孩病情险重，路上省下的
每一分钟，都是小文生的希望。而据
海南日报记者27日获悉，得益于警医
联动，避免了堵车造成的延误，小文病
情目前已有所好转。

9 月 27 日一早，省人民医院急

诊科主治医生黎宗宝拍摄的一条视
频“刷爆”了朋友圈。视频中，多辆
警用摩托车在为救护车开道，在拥
堵的道路上开辟出一条畅通的生命
通道。

“两位铁骑开路，还不停有铁骑加
入疏导交通，在拥挤的马路上生生辟
出一条应急通道。此情此景宛若置身
电影。铁骑拉响警笛全程护送我们到
医院楼下。在把患儿送往病房途中，
我们还很认真地为警察们敬了礼，心
情久久不能平静。”黎宗宝在自己的朋
友圈记录下当时的情景。

“咱们海口交警太‘暖’了，感谢

他们救了孩子一命。”在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时，黎宗宝对那场救援
依然记忆犹新。“当天下午，我和同
事从文昌市人民医院将患儿接上救
护车时，孩子出现心衰、呼吸困难等
症状，还上了呼吸机，病情十分凶
险。当救护车开到白驹大道时便遭
遇交通晚高峰，堵车十分严重。如
果不能及时将孩子送到医院，后果
不堪设想！”情急之下，黎宗宝只得
拨打交警电话求助。

让黎宗宝没想到的是，电话挂断
没几分钟，警灯闪烁的铁骑就出现在
琼州大桥西桥头。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海口交警支
队美兰大队国兴中队班长郑有兴表
示，他和几名同事接到海口市交警支
队指挥中心的任务后，第一时间申请
交通绿波放行，同时火速赶往现场，铁
骑开道。“大概用了11分钟护送救护
车到达了省人民医院。”郑有兴根据经
验估算，按照当时的拥堵情况，正常通
行至少需要半个小时。

省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陈玉雯
告诉记者，小文心功能衰竭、肺水肿，
26日凌晨省医院院前急救已经前往
文昌市人民医院，但由于孩子病情太
严重不符合转运条件。经过文昌市

人民医院全力抢救后孩子达到转运
条件，26日下午急救车才再次前往
接治小文。“交警在海口路段的帮助，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目前孩子病情相
对稳定，比刚入院时有了好转。”陈玉
雯说。

“我们每个月都有类似救援的任
务，不会觉得有啥特别的。”提起当时
的情况，郑有兴显得十分平静，“作为
警察，保护百姓利益就是本职工作。”

而在救援中，让黎宗宝和郑有兴
尤为感动的是，现场不少市民和车辆
都自发让路，给道路通行提供了极大
便利，争取了宝贵的救援时间。

13岁男孩病情危重，转运遭遇高峰堵车——

警车开道上演“生死时速”

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定安里沙塘小学成立
青少年志愿服务队参与环保整治

小学生争做环保小卫士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9月27日上午7时，虽然距离上课时间还有
40分钟，但定安县里沙塘小学的操场上已经人头
攒动，聚满了各年级的学生。

“大家开始动起来吧！”听见里沙塘小学校长
戴才柏的“号令”，孩子们立即拿起手中的扫把、垃
圾桶和各式清理工具认真地打扫起来。大家各有
分工，有的负责校门口区域，有的负责校外街道，
还有的负责操场清洁。

三年级学生陈子国虽然个头不高，但打扫的
认真劲儿十足。他不光清理了地面上的尘土，还
将草丛中的杂物一并清扫入桶。“我平时在家也会
帮助爸爸妈妈打扫卫生，跟他们分享保护生态环
境的故事和好做法！”

“保护人居环境，要从孩子抓起。”定安县龙门
镇镇委副书记、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驻镇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长、里沙塘村驻村第一书记吴棉介绍，为
了让更多孩子加强环保意识，自觉参与环境整治，
今年7月，里沙塘村正式成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里沙塘小学青少年志愿服务队”，70名里沙塘小
学学生全都成了环境保护的小卫士。

按照原计划，当天的清扫范围是从校门口出
发的200多米道路，可孩子们越做越起劲，做好各
自范围内的清扫工作后，又将范围延伸到了学校
附近的里沙塘村委会办公楼。孩子们的脚步走到
哪儿，哪块区域就变得干净整洁。

“这样的‘大扫除’活动，在里沙塘小学每天都
有。孩子们利用上课前的半小时开展一些力所能
及的劳动，在劳动中感受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戴
才柏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青少年志愿服务队带
动下，越来越多的孩子感受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只剩10分钟啦，大家加油干呀！”7时30分，
清扫活动即将结束，但孩子们依旧干得认真，相互
加油鼓劲。吴棉介绍，未来龙门镇还将进一步发
动更多青少年加入志愿服务队，帮助大家从小培
养环保意识，共同努力提升人居环境水平。

（本报定城9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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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风险等级信息及日常监督检
查结果要公示。”“这些散装食品的标签
标识标注不正确。”“食品不能直接贴地
摆放。”……

9月26日，天刚蒙蒙亮，海口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海口市场监管局）
的工作人员就离开家，奔走在海口市的
73家农贸市场（含便民服务点）挨家挨户
检查，认真做好记录，指导商家规范经营。

为进一步巩固提升海口市全国文

明城市成果（以下简称巩文），勠力同
心捍卫全国文明卫生城市“金字招
牌”，海口市场监管局多次组织召开巩
文工作再部署再动员会议，成立由党
组书记和局长带头的巩文检查督导
组，建立市、区、所三级联动机制，落实
网格责任，做到精准监督；同时，该局
还联合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街道
办等单位不定时开展巡查，织密监督
检查网。

农贸市场连着千家万户，与老百姓
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巩文工作的重
点和难点所在。海口市场监管局将农贸
市场作为巩文工作督导检查重点，各辖
区市场监管部门通过行政约谈、加大指
导等工作方式，提升监管效能，让市场开
办方和经营者从“被动整改”变为“主动
规范”。同时，海口市场监管局从熟食区
管理、证照齐全、食品安全、家禽区管理、
投诉机制设立等六个方面重点开展农贸

市场检查，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能立
即整改到位的督促其立行立改；对无法
立即整改的，采取辖区工作人员包干门
店的形式，督促其整改到位，攻坚痛点难
点。此外，海口市场监管局还印发了《海
口市农贸市场食品安全规范化建设实施
方案》，制定了《海口市农贸市场食品安
全规范化建设考核评价验收标准》。截
至目前，龙华分局金贸文华市场、美兰分
局白龙市场已通过省市场监管局验收，

并被授牌为海南省食品安全规范化农贸
市场。

据统计，截至9月26日，海口市场
监管局共出动农贸市场监管执法检查
人员692人次、车辆130车次，在各农
贸市场张贴、悬挂禁止销售野生动物
及制品的宣传标语条幅 180 张（条）
次，并通过LED屏灯在各农贸市场反
复宣传禁止销售野生动物及制品。目
前，海口全市农贸市场都已全部建成

食用农产品快检室，建设占比 100%。
2020年1月至8月，共巡回快检农贸市
场 14117 批次样品，其中检测结果阳
性产品3批次。

海口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局将继续加大农贸市场日常监管，坚
持民生导向，聚焦巩文目标，为市民营造
良好市场购物环境，真正做到巩文让城
市生活更美好。

（撰文：宋威）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紧盯农贸市场监督检查 打好“巩文”攻坚战

百余警力打响集中收网行动

澄迈警方破获一起积压命案
本报讯（记者良子）近日，在省委扫黑除恶清

零攻坚战役第三督导组和省公安厅的指导和支持
下，澄迈县公安局对澄迈美亭“2005·6·9”故意伤
害致死案件进行集中收网，抓获李某志等犯罪嫌
疑人13名，一起积压15年的命案成功告破。

经查，2005年6月9日，受害人黄某平、李某
杰2人在澄迈县美亭山内坡村盗窃（未果）时被村
民发现并追赶殴打。2名受害人遂逃跑藏匿，但
辗转3次均被村民抓住并实施群体性暴力伤害，
导致黄某平救治无效后死亡，李某杰受重伤。

2020年9月24日凌晨，在案件情况基本查
清、涉案人员基本查实的情况下，澄迈县公安局抽
调多警种百余名警力兵分多路，前往老城、美亭等
多地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仅2小时便成功抓获李
某志等11名犯罪嫌疑人。9月25日，专案组乘胜
追击，再次抓获2名犯罪嫌疑人。经审讯，该13
人对使用木棍殴打、拳脚相加等暴力手段殴打受
害人，致黄某平死亡、李某杰重伤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目前，李某志等犯罪嫌疑人已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万宁公开招聘
55名公办幼儿园教师

本报万城9月27日电（记者袁宇）9月27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政府相关部门获悉，为进一
步优化学前教育师资结构，该市公开招聘55名公
办幼儿园教师。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专项招聘11
名贫困家庭应届毕业生，助力贫困家庭学子就业。

此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符合条件的44名大
中专毕业生，专项招聘11名贫困家庭应届毕业
生。报名应聘的对象应具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
并限万宁户籍或万宁生源人员报考。2020年大
专及以上学历（不限专业）高校应届毕业生，试用
期满考核前应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否则取
消聘用资格。

万宁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招聘旨
在加强该市学前教育幼师队伍建设，进一步优化
师资结构，促进学前教育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