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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超四成网友表示
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垃圾分类

武汉大学教授
16年献血 200次

据《武汉晚报》报道，11 月 15 日，武汉大学历史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迎春完成了第 200次献血。截止
到这天，她共献血达 84900毫升。 潘迎春告诉记者，如
果真想坚持一件事，什么困难都不可能成为阻碍。

点评：献血可以说是平民的慈善事业，不过是举
手之劳就能挽救他人生命，为什么不坚持做下去？

文化志愿者
6 年普查古籍超 160 万册

据《人民日报》消息，“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
服务行动”开展 6 年来，共组织志愿者 1229 人，深
入 20 个省（区、市）209 家受援单位，完成古籍普查
20 余万部、161 万册（件），为 2020 年底前基本完成
《“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确定的普
查登记目标任务作出了贡献。

点评 ：专业志愿服务的重要性得到了越来越多
的认可 ，将有力地促进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 。

缅甸中华总商会
为当地捐赠 7 亿缅币

据中国侨网消息， 缅甸中华总商会向新冠肺炎
（COVID-19） 防控国家级中央委员会捐资 5亿缅币，
向仰光省新冠肺炎防控与紧急应对委员会捐资 2亿缅
币用于市区和县级的人民医院，用于医院升级和改造。

点评：人类是命运共同体，面对病毒，需要所有人
携起手来！

逾七成上市公司
未发布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报告

11 月 18 日，中国环境记协与北京化工大学在京
发布《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评价报告
（2019 年度）》。《报告》显示，2019 年中国沪深股市上
市公司总计 3939 家， 未发布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报告
的上市公司有 2933 家。

点评：上市公司作为企业的“领头羊”，更要主动
公开环境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2020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2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皮磊

11 月 18 日，在太原市灵星社区服务中心，李林
峰和自闭症患儿做游戏。 山西省太原市灵星社区服
务中心是一所为自闭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的机构 。
2015 年，“90 后”太原小伙李林峰大学毕业后来到这
里，成为了一名老师。 谈到工作的感受，李林峰说自
己收获良多。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在试着走
进他们内心世界的过程中 ， 感觉自己也变回了孩
子”，他说，“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帮助这些‘星星的孩
子’找到前行的方向。 ”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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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梨 521：
这样既可以将

垃 圾 合理 分 类 ，又
可 以 增 加就 业 ，一
举两得。

流失的角落：
垃圾分类是全

民的事 ， 那么收垃
圾的时间应该充分
考虑 ， 据说有些地
方收垃圾的时间很
尴尬……

小米粒老妈：
垃圾分类是大

趋势 ， 以后肯定会
全国实行 ， 有必要
人人掌握 ， 现在幼
儿园也在教垃圾分
类，我们不能不会。

1 .你如何看待商家推出的代扔垃圾服务？
A.可以接受，解决了部分群体没有时间扔垃

圾的问题；52.99%
B. 值得鼓励， 尝试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

题；37.12%
C.意义不大，违背了推广垃圾分类的初衷。

9.89%

2.在你看来，商家或社会人士推出代扔垃圾
服务有没有市场？

A.花钱购买服务可以节约时间成本，有一定
的市场潜力；45.94%

B.商家应完善相关环节，使扔垃圾服务更加
专业；37.81%

C.从环境保护角度来说意义不大，甚至有可
能导致更多乱扔垃圾的行为。 16.25%

3. 你觉得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垃圾处理
问题？

A.政府应出台更为详尽的管理措施，加大在
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36.63%

B.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比如通过积分兑换奖
品等方式， 鼓励更多人积极实施垃圾分类；
43.29%

C.提升公众环境保护意识，让垃圾分类成为
共识和自发行为。 20.08%

11 月 3 日，北京市召开《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 实施半年情况新
闻发布会。

据介绍，相比条例实施前，家
庭厨余垃圾分出量增长 11.7 倍，
其他垃圾量同比下降 32%。 进入
到末端处理设施的生活垃圾处理
量即其他垃圾量 1.6 万吨/日，同
比去年下降 32%。

垃圾分类已逐渐成为人们日
常生活中的一种共识， 并且越来
越多的地方逐渐出台并完善了垃
圾分类相关管理办法。 但值得注
意的是， 虽然在社区层面垃圾分
类设施相对完善， 在垃圾转运和
后期处理环节仍存在很多问题。

“我们按照要求将生活垃圾
分类装好， 但垃圾车一来还是将
所有垃圾放到一起装走了”，“垃
圾处理能力跟不上， 前期的努力
都白费了” ……关于垃圾后期转
运及处理是人们意见最为集中的
地方。 另外，很多居民表示，繁琐
的分类方法也占用了很多时间，
扔垃圾反而成了“令人头疼的事
情”。 在此情况下，甚至出现了因
偷扔偷倒垃圾而被处罚的现象。

那么， 如何才能解决这一问

题？ 如何让扔垃圾变得简单？
目前有个人及商家推出了

“代扔垃圾服务”。 比如在南京，某
小区保洁员在业主群内发广告称
可代业主扔垃圾，50 元包月。该保
洁员表示， 代扔垃圾服务在业主
群里反响不错，甚至有“扩张业务
的想法”。

饿了么也推出了代扔垃圾新
业务，一单 12 元，跑腿范围不超
过三公里。 但有网友下单后发现

“漏洞百出”：对于垃圾怎么分类，
跑腿小哥一问三不知； 有的虽然
在现场进行了分类， 但离开后就
直接将垃圾扔进了垃圾桶里。

有专家建议， 在城市推行垃
圾分类过程中， 鼓励社会力量参
与能起到积极的效果， 因为目前
我国有大量环保公益机构存在。
另外，要在根本上解决垃圾问题，
需要所有人都参与进来。

究竟应如何处理扔垃圾的问
题？《公益时报》联合问卷网推出
益调查———商家推出代扔垃圾服
务，你怎么看？

调查自 11 月 20 日 10 时发
布， 截至 11 月 23 日 10 时， 共有
1021 名网友参与。 对于如何看待

代扔垃圾服务，52.99%的网友表示
可以接受， 认为这项服务能够解
决部分群体没有时间扔垃圾的问
题；37.12%的网友表示值得鼓励，
因其尝试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
题；另有 9.89%的网友认为此举意
义不大， 觉得这么做反而违背了
政府推广垃圾分类的初衷。

对于代扔垃圾未来有没有市
场的问题，45.94%的网友表示花钱
购买服务可以节约自己的时间成
本， 未来肯定有一定的市场潜力；
37.81%的网友表示商家层面应尽
快完善相关环节，使代扔垃圾服务
更加专业；16.26%的网友觉得从环
境保护角度来说意义不大，甚至有
可能导致更多乱扔垃圾行为。

那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垃圾处理的问题？ 36.63%的网友认
为政府应出台更为详尽的管理措
施， 加大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
43.29%的人认为应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比如通过积分兑换奖品等方
式鼓励更多人积极实施垃圾分类；
20.08%的网友表示，解决垃圾问题
最重要的是提升人们的环境保护
意识，让垃圾分类成为共识和自发
行为。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20年11月17日 任继周 260 万元 草业科学奖励 兰州大学

2020年11月18日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 万元 设立“烟台大学荣华教育发展基金” 烟台大学

2020年11月19日 新福兴玻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 万元 城头镇岩兜小学新校园建设 福清市城头镇岩兜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