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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至10日，中国步行商业街工作委员会主任韩健
徽一行到访西宁，实地考察力盟商业巷步行街，主持召开全
国《商业街分类指导规范》团体标准编制研讨会，并对 2012
年荣获第 27条“中国著名商业街”、2016年荣获“中国商旅
文产业发展示范街”的力盟商业巷步行街进行了复审，并对
力盟商业街区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认可和充分肯定。

9月 10日，韩健徽主持召开全国《商业街分类指导规
范》团体标准编制研讨会。省市有关部门领导及青海力盟
集团董事长马海龙和商户代表出席会议。会上，韩健徽主
任对全国《商业街分类指导规范》团体标准作了具体介绍。
他强调，在常规内容的基础上，要着重增加国土空间规划理
念、公共卫生体系机制建立、街区既有设施设备安全隐患预
防、营商环境改善、消费结构升级和新兴业态配比、充分展
现地域特征、优化运营管理机构职能、促进商旅文产业融
合、打造智慧商街、街区企划营销推广、发展夜间经济等内
容，对促进商业街行业健康有序和融合创新发展发挥重要
推动作用。

在听取政府、行业组织、街区运营负责人提问后，他与

大家进行了热烈互动，一一解答街区无障碍设施、不同地区
差异化标准制定、业态配比、老字号传承、公共安全、国际通
行导视符号等问题。他指出，构建商业街标准评价体系，一
是理念要先进，要坚持“四个非常”，即年轻人要感到时尚，
老年人感到非常怀旧，外地人感到非常亲切，外国人感到非
常中国。二是要设置适当准入门槛，提升标准质量。经复

审，韩健徽主任再次授予力盟商业巷步行街“中国著名商业
街”和“中国商旅文产业发展示范街”的荣誉称号。

马海龙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认真听取与会专家
的意见和建议，严格按照中国步行商业街工作委员会制定
的商业街标准，在省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下，把力盟商业巷步
行街打造为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载体、促进消费转型
升级的有效抓手、提升城市品牌形象的闪亮名片、拉动区域
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为“建设宜居宜业大西宁”“加快建设
公园城市”“加快创建高原美丽城市示范市”添砖加瓦。

《商业街分类指导规范》是全国首个商业街团体标准，由
中国步行商业街工作委员会主要起草，具有行业的专业性和
地域的广泛性。青海力盟集团作为中国商街委会员单位，全
程参与了中国商业街标准制定工作，企业依托自身多年商业
街运营经验所提的多条意见和建议被中国商街委采纳。

近十年来，力盟集团顺应城市更新和消费升级形势，按
照4A级景区标准和著名商业街标准，坚持街区景区化理念，
不断提升改造街区，调整街区业态，美化街区环境，增强了城
市竞争力，丰富了城市旅游产品，促进商业街高质量发展。

中国商街委考察力盟商业巷步行街发展现状

塑料，改变了什么？

塑料袋刚被发明时，因为它的轻便和
实用，曾被称为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
一”。可后来在英国《卫报》的评选中，塑
料袋又“荣获”了“人类最糟糕的发明”的
称号。

塑料，刚诞生时的形象远没有这么骇
人。它不仅挽救过濒危动物的生命，还
将台球等贵族运动带入大众视野。

早期的台球是用象牙制作而成的，一
根象牙仅能制造 5颗台球，随着台球运动
风靡西欧，大象一度面临灭顶之灾。1869
年，美国发明家海厄特发明出“赛璐珞”
塑料，成功代替象牙制作出塑料台球。

恰逢工业文明兴起，造价低廉的“赛
璐珞”顺势引发了新一轮的“材料革命”，
通过取代难以取得或制造成本昂贵的材
料，使得许多物品大众化。例如，“赛璐
珞”牙刷取代了骨制握柄，让大众开始用
得起牙刷。

但久而久之，塑料可以“用后即丢”
的便利性，反而使其使用变得失控。1955
年，美国《生活》周刊在一篇题为《用完就
丢的生活》的报道中写道，人类进入了一
种肆意丢弃的黄金时代，当清洗变成浪
费时间时，扔掉一次性用品毫无疑问是
现代生活的胜利。

长期的“塑料狂欢”之后，严重的污
染令人类对塑料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2002 年，英国《卫报》将塑料评
为“人类最糟糕的发明”，许多国家、企业
开始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

“白色污染”到底有多严重？

如今的塑料，在地球上已经无处不
在。

人类无节制地丢弃一次性塑料制品
让地球深受塑料垃圾之害。联合国有关
报告指出，全世界总计生产出的 90 亿吨
塑料制品中，被循环利用的只有 9％。

据统计，全球每年至少有 800万吨塑
料制品被丢弃到海洋中，到 2050 年海洋
中塑料垃圾的总重量可能将超过鱼类。

难以降解的塑料垃圾每年造成数十
万海洋动物的死亡，还以微塑料、塑料碎
片等形式出现在食物链中，进入饮水中
和餐桌上，影响人类健康。

由于塑料物理化学结构稳定，在自然
环境中可能数十年至数百年都不会被分
解，对塑料垃圾的处置，是世界公认的环
境难题。

科学家在人类的乳汁、粪便里都发现
了微塑料的存在，说明塑料已经进入人
类的食物链。虽然目前科学上尚无证据
表明微塑料会对人体健康产生直接危
害，但其潜在影响不容忽视。

“限塑”，我们走了多久？

中国是全球塑料生产和消费第一大
国，每年生产塑料原材料一亿多吨，塑料
消费制品则有 6000多万吨。

而我国的“限塑”之路也已经历时十
余年。

1986 年，铁路上首次使用塑料快餐
盒，因为便利性和价格低廉等特点而受

到青睐。但大量的白色餐盒被丢弃于铁
路沿线，带来了严重的“白色污染”。

2001 年，原国家经贸委发布紧急通
知，要求立即停止生产一次性发泡塑料
餐具，这是“限塑令”的最早版本。

直到 2008年 6月 1日，“限塑令”正式
实施。

其中最为重要的政策有两条：
一是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

使用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塑料购物袋，
即日常所说的超薄塑料购物袋；

二是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
今年 1月 19日，国家发改委和生态环

境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
理的意见》，被称为升级版的“限塑令”。

与十多年前的“限塑令”相比，这一
系列新规定不再只针对塑料购物袋。13
类塑料制品在 2020 年、2022 年和 2025 年
三个时间节点里，逐步迎来“死线”。

随着全国禁限塑时间表确定，各地陆
续推出多项禁限塑政策。截至目前，据
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 24 个省份相继发
布“限塑令”。

用什么来替代塑料？

“限塑”难题，是每个国家遇到的挑
战。办法总比困难多，在“限塑”倡议下，
人们的智慧是无穷尽的。

泰国有超市用香蕉叶代替塑料包装，
墨西哥科学家研发出以芒果皮为原料的
塑料替代品，印尼一家初创公司更是用
海藻研制出可食用包装……

对于我们来说，可降解塑料也是解决
“白色污染”的可替代方案。《关于进一步
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提出，推广使
用可降解购物袋、可降解包装膜（袋），在
餐饮外卖领域推广使用可降解塑料袋等
替代产品；加强可降解替代材料和产品
研发等。

以塑料吸管为例，2021 年 1 月 1 日
起，在全国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
一次性塑料吸管。可降解的聚乳酸吸
管、纸吸管等将代替消耗巨大的塑料吸
管。

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可降解产品进
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无塑料生活”或许
能够成为现实，你期待吗？

据新华网报道

“无塑料生活”离我们还有多远？

新华社昆明9月11日电（记者 林
碧锋）云南省威信县第一中学部分学
生家长 9 月 10 日通过网络反映称，该
校平桥校区食堂给学生吃发霉变质食
物，引发广泛关注。

威信县政府新闻办 11 日通报称，
当地已成立由县教育体育局、县市场
监管局等部门组成的专项工作组进驻
学校，目前正在对家长反映的问题进
行逐一调查处理，确保学校正常的教
育教学工作。

通报称，接到情况报告后，威信县
政府主要领导带领相关部门迅速赶到
学校安排布置学生用餐保障工作，面
对面与家长进行沟通。根据反映的问
题，县委、县政府立即组建由县教育体
育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农业农村局等
部门组成专项工作组，进驻学校针对
学生家长反映的学校供餐问题开展调
查。

据介绍，为保障学校的正常供餐，
威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将群众反
映有问题的猪肉等食材进行封存，于
10 日取样送专业机构开展检测；县农
业农村局负责做好猪肉和蔬菜供应保
障工作；县粮油购销储备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做好粮油供应保障工作。

云南威信一学校
给学生吃变质食物

新华社宁波 9 月 11 日电（记者 张
璇 顾小立）“我国 5G 用户超过 8000 万，
数字产业化基础更加坚实。”工业和信息
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一级巡视员李颖在
2020世界数字经济大会开幕式上表示。

11 日，2020 世界数字经济大会暨第
十届智博会在浙江宁波正式开幕。多位
嘉宾围绕数字经济探讨未来发展趋势。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在开幕式上，李颖同

时亮出了数字经济的“成绩单”。数据显
示，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35.8 万
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36.2％，已成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张学颖在大会
上表示，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要推动 5G
等新一代数字科技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
合，以大数据优化产业合作方式，创新数
字科技应用，加快数字经济的发展。

“截至今年 6 月底，浙江省已经建成

交付使用的 5G基站达到 5.1万个，开展场
景应用 140多项，数量居全国前列。”浙江
省副省长高兴夫介绍说。

2020 世界数字经济大会暨第十届智
博会由宁波市人民政府、浙江省经济和信
息化厅联合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电子信息
行业联合会、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学会等单位
共同主办。

我国5G用户超过8000万

新华社哈尔滨 9月 11 日电（记者
梁书斌）外出跑步遇老人落水，齐齐哈
尔市公安局建华分局文化路派出所所
长韩迪跳入湖中，将老人成功救起。随
着见义勇为视频在网络上热传，韩迪成
了当地群众心中的“网红帅警”。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啊！”9月 6日
上午 10 时许，齐齐哈尔市西虹桥南侧
传来急促的呼救声。在劳动湖边游玩
的市民循声望去，只见西虹桥下的落水
者时隐时现，拼命挣扎。

连日暴雨让劳动湖水位大幅上涨，
桥下的湖水已深不见底，落水者随时可
能溺水沉没。危急关头，人群中冲出一
个男子，他跨过围栏，纵身跃入湖中，游
向落水者。

很快，该男子抓住了落水者的后衣
领，努力游回岸边。在岸上群众的帮助
下，落水者终于成功获救，岸上响起了
一片掌声。

“这不是文化路派出所的韩迪所长
嘛！”有群众通过短视频认出了这位勇
救群众的公安民警。“关键时刻还得是
人民警察！”随着救人视频在网上传播，
韩迪也成了“网红帅警”。

派出所所长
勇救落水老人

9 月 1 日起，新修订的《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简称“新《固废
法》”）正式施行。新《固废法》明确了
禁止和限制生产不可降解塑料袋等
一次性塑料制品。关于禁塑、限塑的
话题再次引发热议。

仅有 100 多年历史的塑料带来了
什么？如今的“白色污染”到底有多
严重？记者带你走进“限塑”背后的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