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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去哪儿了?

9 月 20 日
乐至烧烤美食节开幕

——记者探访我市医疗废物处理全过程
三，就是为了保证（医疗废物）发生化学反
应或者泄露之后它还是在这个桶里面。”陈
立军告诉记者，正是因为医废处置的每一
个步骤都特别规范，所以近年来医院对医
废处理的费用也在逐年增加，从以前的每
年 70、80 万到现在要用到 170 万以上。但
陈立军仍表示，这钱还是花得值。
“ 通过这
种专业公司处置之后，对我们整个生态环
境都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一次性注射器、
医药棉签、
纱布……这些我们在医院常见，并被大多数人认为“很
脏”
的医疗废物，
最终究竟去了哪里？
它们将被如何处理才不会对生态和环境造成太大
的危害呢？
近日，
记者走进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资阳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和资阳市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中心，
为市民寻找答案。

医废处置中心：
消毒灭菌烘干破碎后进行填埋

□ 王麒麟 本报记者 蒲敏

医院暂存中心：
收集医疗废物送至医废处置中心
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西北角，记者看
到一排隐藏在绿树丛中的平房，这里就是
该院的医疗废物暂存中心。
据了解，这是我市最大的医疗机构，现
有床位 1500 张，在经常加床的情况下，每
天大约要产生医疗废物 600 公斤以上。如
何管理好这些医疗废物，医院的做法是：有
专人、有专场、有专账。
该院院长助理陈立军告诉记者，为了
让医疗废物的处理符合环保要求，医院增
派了 20 名专人每天到各个科室定点定时

收集医疗废物，通过过秤的方式集中汇总
之后放到暂存点。从科室到收集人员手中
要有分类和重量记录；从收集人员手中汇
总到暂存点要有暂存记录；最后，从暂存点
交给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还得有转运
记录。
“三账合一”，保证了医疗废物的去向
有迹可循，有量可查。
进入新建的医疗废物暂存中心，记者
看到带有特殊标记的黄色医废收集桶排列
整齐。而这个看似简单的场地，实际上需
要达到许多硬指标。比如：需要恒温恒湿，
需要有良好的通风设施，需要有严格的存
放分区等，就连存放医疗废物的方式也不
能随意。
“医废收集桶最多也只能存放四分之

早晨 8 时，
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的
转运车准时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废暂存
处。工作人员将医疗废品从存放桶转移到
周转箱，
经过清点和交接之后，
进行转运。
当天，记者跟随运转车来到了位于雁
江区松涛镇打石湾的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中心，这个处置中心占地面积 3666 平方
米，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正式投入运行，日
处理能力达到 5 吨。
该中心主任李华中介绍，资阳全市共
有 178 家医疗机构，根据环保要求，每家机
构每 48 小时就要清运一次医疗废物，每天
产生的医疗废物在 3 吨左右。
那么，运回的医疗废物到底如何处理？
在现场，记者看见穿着长衣长裤，带厚
手套、穿专用鞋的工作人员，将医废周转箱
卸下，先将其放入车间冷库进行暂存，48
小时内分批放入温度高达 150℃高温蒸煮

锅进行消毒灭菌、最后烘干、破碎。处置之
后的医疗废物又由推土机运往离处置点不
足百米的填埋专区进行填埋。
在填埋场，记者看到了厚度为 1.5 厘米
的白色土工布和 0.8 厘米的黑色覆盖膜。
土工布将整个填埋区兜住,把医疗废物与
泥土隔离，覆盖膜将已经处置过并填埋好
的医疗废物覆盖住。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废水经二氧化氯发生器消毒，再通过管道
输送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车间处
置后达标排放。截至 2019 年 7 月底，该中
心用这种方式，共处置医疗废物 2424 吨。
“全过程都是按照国家要求规范处置
的。
”
让李华中很有底气的是：
尽管现在这个
处置中心的服务年限还有 13 年，但是政府
已经在修建规模比现在大，
技术比现在更高
级的处置中心了。他看着被黑色覆盖膜包
裹得死死的填埋区对记者说：
“据说，
以后这
里规划的是一个公园。用不了几年，
我希望
这片黑色能不负众望地回填泥土。在大家
的努力下变回绿地，
我们有信心！
”

多知道点
医疗废物的分类：感染性废物 、损伤
性废物、病理性废物、药物性废物、化学性
废物。
医疗废物处置不当的危害：医疗废物
中含有大量的致病细菌、
病毒，处置不当会
造成交叉感染和水体污染，既对群众身体
健康造成安全隐患，
又影响生态环境。

情意满满 欢庆中秋
经典诵读比赛
本 报 讯（韩 菊 芳 记 者 韩 成 玺）
“莲山沱水绕东
城，金雁流霞映照江。”9 月 11 日，资阳市 2019“我们的
节日·中秋”中华经典诵读比赛在乐至举行。12 支代
表队登台诵读，以比赛的形式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
比赛现场，各代表队演员身着汉服或近代服饰，
或低吟浅唱，或慷慨激昂，配以古典舞乐，将《红梅赞》
《少年中国说》
《中秋月》
《沁园春·雪》
《少年中国说》等
一首首中华民族经典作品演绎得淋漓尽致，红色经
典、古代诗赋等内容让大家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台上激情诵读、精彩纷呈，台下掌声如潮、气氛
热烈。
据悉，此次比赛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体
局主办，乐至县委宣传部、文明办、教体局承办，共 400
余名师生观看比赛。

市老年护理院关爱老人
本报讯（记者 黄智微）
“谢谢，谢谢你们
的关心。”9 月 11 日，市老年护理院、老年病医
院内不时传来老人激动的声音，感谢的话不
绝于耳。该院副院长范义士带领各科室工
作人员向 90 名老人送上了节日祝福和香甜
的月饼。
“请记到把月饼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方
便老人吃。”范义士一边将月饼送到 98 岁的抗
战 老 英 雄 唐 益 民 手 里 ，一 边 嘱 咐 身 边 的 护

士。老人非常感动，虽然口齿不清，但一直重
复着
“谢谢，
谢谢”
。
来自安岳的老人周正文高兴地合不拢
嘴，他说：
“我和老伴住在这里，不能回家过中
秋节，感谢大家来看我们。”
尊老、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老年护理院员工自
发凑钱买月饼送给院里的老人们，希望给老
人们带去一丝温暖和节日的味道。

社区居民庆中秋
本报讯（记者 卢凌嘉）9 月 11 日，资阳市、
雁江区侨联联合四三一社区，开展以“情暖侨
心，爱满中秋”为主题的中秋节游园会，300 余
名社区居民与侨属、统战成员欢聚共度中秋
佳节。
此次游园活动有运乒乓球、夹弹珠、扔沙
包、吹花灯等游戏活动区，居民们精神抖擞，
兴致勃勃地参与各种游戏，
玩得十分高兴。
在夹弹珠游戏区，参与者屏气凝神以最
快的速度将弹珠夹到空碗里，旁边的居民看
得津津有味；运乒乓球深受欢迎，大家将乒乓
球放在球拍上保持平衡将其运送到终点，围

观居民纷纷为参与者加油鼓劲……
“社区有些居民长年在外务工，这活动把
平时没机会接触到的居民都聚到了一起，让
大 家 一 起 快 乐 过 中 秋 ，邻 里 之 间 越 来 越 和
谐。”居民李大爷感慨地说。
游戏结束后，社区还为大家准备了牙膏、
香皂等礼品，现场其乐融融，居民玩得意犹未
尽，脸上洋溢着笑容。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使辖区居民感受社
区大家庭的温暖，同时营造中秋佳节的喜庆
气氛，给居民一个相互交流沟通的平台，进一
步拉近邻里间的距离，推动社区和谐发展。

临近中秋，正是桂花飘香好时节。沱东幸福公馆门
口几株桂花开得十分应景，附近的居民闻香而来，在桂花
树下赏花、
聊天，
享受惬意的生活。
本报记者 郭菁 摄

2、企业经营相关证照齐全、有效。
3、企业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保的良
好记录，财产未处于被冻结和接管及未处
于被责令停业、破产的状态。
4、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满足
运输需要的人员及车辆。
5、运输车辆保险购置齐全，其中第三
者责任险不低于 100 万元/辆。
6、本项目不接受代理商代理的企业
（中介）、个人挂靠企业及联合体投标。
二、报名时间、
地址及需提供资料

1、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三个工作
日内。
2、报名地点：资阳市雁江区滨河东路
一段商业文化广场 2 号楼二楼。
3、提交资料：报名时需提交以上资格
证明材料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一份（原件经核对无误后当场退还）。
（1）营业执照正副本；
（2）银行开户许可证；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4）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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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乐至县望城大道
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公告
经乐至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定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至 26 日
在乐至县望城大道举行第十届烧烤节，为了确保活动顺利举行，
道路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三十九条规
定，拟对活动期间望城大道全路段交通管制，
现公告如下：
一、交通管制路段：望城大道全段（县公安局红绿灯路口至新
博新美红绿灯路口）封闭，禁止一切社会车辆通行。
二、交通管制时间：
2019 年 9 月 15 日 16 时至 29 日 8 时
三、
绕行路线：
1、
县公安局路口
天童大道
新县医院路口
天池大道
仙鹤大道
安岳；
2、县公安局路口
天童大道
新县医院路口
二环路
南湖公园
安岳 。
交通管制期间给你出行带来不便，
请给予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乐至县交通运输局
乐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9 年 9 月 4 日

乐至爱心企业捐出 120 万
表扬优秀师生
本报讯（宋岱谦）9 月 9 日，四川德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捐
资奖学助学金发放仪式在宏扬玲路酒店举行。该企业捐出 120
万元，对 2018—2019 学年度 172 名优秀师生进行奖励。其中，颁
发腾飞奖 100 名、优秀学生奖 20 名、优秀教师奖 20 名、优秀校长
奖 20 名、高考优胜学生奖 6 名、高考优胜团体奖 6 名。
据了解，
从 2017 年开始，
该公司每年向乐至县教育事业捐赠，
设立奖助学金，
表扬优秀教师、
优秀学生。

记者

9 月 10 日起
雁城 9 路、18 路公交车路线有调整
本报讯(记者 卢凌嘉) 针对资阳口腔职业学院正式开校，雁
城 9 路、18 路公交车路线于 9 月 10 日作了调整，新增口腔学院站
点，满足广大师生的乘车需求。
据了解，9 路原站点汽车职业学院站取消，单边增加口腔学
院站。18 路将终点站延伸至口腔学院门口，取消原站点现代大
道一段、现代大道二段、现代大道三段、现代大道四段，新增站点
汽车职业学院、科创园、口腔学院。
调整后的 9 路公交车运行线路为：凤岭公园→凤岭路二段→
凤岭路一段→娇子大道一段→九曲河广场→黄泥巴山→市政务
服务中心→马鞍路口→体育广场→马鞍九义校→大千药业→仁
德药业→泰恒眼科→四海公司→拉丝厂→电缆厂→广子沟→恒
大城南→汽车客运中心→书台小区→南骏中联重科→南骏低速
重载→桐子站→浙粤园→城南工业园区→现代大道一段→现代
大道二段→现代大道三段→现代大道四段→四川现代→口腔学
院（单边）→同合寺→董家湾。
调整后的 18 路公交车运行线路为：城东高铁站→航向九义
校→滨江国际（招呼站）→演艺中心→字库山公园→遂资眉高速
路口→区职教中心→李家湾→黄泥村→城东中医院→沱二桥→
铁路桥→资阳钢管厂→百威啤酒厂→甘家坪→南骏产业园→汽
车客运中心→恒大城南→广子沟→教仪厂→天王水泥厂→高坳
→五显安置小区（招呼站）→汽车职业学院→科创园→四川现代
→口腔学院。

皇龙路口施工完毕
3 路公交线路恢复正常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9 月 2 日至 10 日，雁城皇龙路口处中锦
沃尔玛至仁德东路段临时封闭半幅道路施工，城区 3 路公交车线
路进行了临时绕行。10 日，记者获悉，皇龙路口封闭施工结束，3
路公交车已恢复之前线路。

关于公开选择砂石运输合作企业的公告
资阳市苌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在雁
江区老君镇窑坪村开采点有一批砂石运
输业务，拟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择优选择
一家砂石运输合作企业，
欢迎符合条件的
运输企业前来报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运输企业资格条件
1、注册地在资阳境内的独立法人单
位，具备货物运输三年以上经验，企业在
近三年生产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
等不良记录。

本报讯（记者 徐嘉欣）9 月 10 日，记者获悉，中国·乐至第十
届国际烧烤美食文化旅游节——第二届世界川菜大会暨四川省
第十届乡村文化旅游节（秋季）分会场系列活动，将于 9 月 20 日正
式开幕，持续至 9 月 26 日结束。
据悉，本届烧烤美食节以“1+4+12”模式展开，即：1 个开幕
式，田园诗会、大数据高峰论坛、啤酒音乐节、青少年围棋段位赛
等 4 个主题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书法、美术、摄影优秀作
品展、
“爱上乐至的 100 个理由·疯狂的烤肉”网络随手拍等 12 个
系列活动。
活动主会场设在乐至望城大道与盐湖大道交汇处，搭建有乐
至美食烧烤、国际精品美食、中国桑都农特产等六大类展区，共设
300 余个美食和农产品标准展位，为广大游客提供良好的美食品
尝环境。
本届烧烤美食节突出“绿色烧烤·舌尖享受”主题，现场采用
无烟碳、电气烤，配备有喷雾机、油烟处理机、垃圾处理设施等环
保设备，组织了 150 人的保洁队伍、200 人的志愿者服务队，制止
油烟污染、垃圾乱扔等现象发生，使“绿色生态”成为贯穿本届烧
烤美食文化旅游节始终。
此外，还将融入第三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第二届世界川
菜大会系列活动，举办中国西部（四川）大数据高峰论坛暨四川·
乐至第三届电商发展大会，推出陈毅故里研学游、千年古刹禅修
游、中国桑都体验游三条旅游线路，让嘉宾、游客在了解乐至县大
数据产业发展的同时，还能体验乐至红色旅游、宗教文化等，为广
大嘉宾、游客呈现一场全方位的美食、文化、旅游盛宴。

（法定代表人本人前来报名的不需要）；
（5）资格条件中要求的其他证明性文件。
三、其 他
我公司进行资格审查后，
将分别通知符
合资格条件的运输企业领取谈判文件（递交
响应文件及竞争性谈判时间另行通知）。
联系人: 雷先生
电话: 028-26792276
13982900430
资阳市苌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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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 028—2665585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

关于终止中国农业银行资阳政府西路
分理处营业的公告
我行因调整营业网点布局，经上级行批准，并报经资阳
银保监分局同意，终止中国农业银行资阳政府西路分理处营
业（地址位于资阳市雁江区政府西路 163 号至 165 号）。其原
有业务合并到中国农业银行资阳建设北路支行。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
2019 年 9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