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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关注

每年给超市带来

一笔不小的收益

“限塑令”实施六年来，最
大的受益者莫过于超市，原本
不收费的塑料袋，给超市带来
额外的一笔收入。如今，大部分
市民已经形成了一种到超市自
备塑料袋或是购物袋。记者在
超市收银台等候 1 0分钟发现，
只有几位市民选择了购买超市
的塑料袋。

花园路某超市的负责人告
诉记者，“限塑令”实施以来，超
市 的 塑 料 袋 使 用 数 量 明 显 减
少，“没有‘限塑令’前，有些顾
客会要求套两个塑料袋，现在
这种情况基本就没有了。”超市
蔬菜区免费提供的塑料袋也是
由工作人员进行发放的，“这样
不 仅 能 调 控 塑 料 袋 的 使 用 数
量，也能节约成本。”

超市塑料袋反复使用、购

物袋购物已经成了市民超市购
物的习惯，“刚开始我还真不习
惯带着购物袋去超市，后来慢
慢习惯了。”是市民李女士说，

“以前拿着购物袋买东西觉得
很没面子，现在流行开了也觉
得没什么了。”“要是忘带购物
袋还是得买。”购物的孙女士告
诉记者，走亲访友的时候，她还
是会选择购买超市的塑料袋。

农贸市场、街头商贩

塑料袋用得欢

“限塑令”实施六年来，丝
毫没有对农贸市场、街头商贩
有什么影响，他们依旧向市民
提供免费塑料袋。记者在莱芜
东关农贸市场看到，只要买东
西商贩们就免费提供塑料袋，

“一个袋子又不值多少钱，要是
路人和我要，我还得给呢。”卖
菜的商贩说，到农贸市场买菜
的市民，很少有自己带塑料袋

的，基本上都是用商贩们提供
的塑料袋。

“来买菜哪里有自己拿袋
子的。”正在买菜的杜先生说，

“农贸市场流动性大，买东西的
节奏快，谁还从家带方便袋来
啊。”记者在东关农贸市场西南
角一处看到，废弃的塑料垃圾
袋满地都是。

塑料袋种类五花八门

有些未经消毒

3日，记者从莱芜官寺批发
市场塑料袋商铺看到，各种颜
色、各种规格的塑料袋在商铺
里均有销售，塑料袋的批发价
格从一元钱到几元钱不等。

记者从一家塑料袋批发店
铺看到，塑料袋铺满了整个店
铺 。“ 我 店 里 的 塑 料 袋 规 格 很
全，还能定做。”店铺经理说，要
是自己家里用，他建议买好的。
一款19公分、100个一把的白色

塑料袋价格是2元钱，“2块钱一
把的质量已经很好了，我自己
用就用这种。”随后，店主又给
记 者 拿 出 了 几 款 价 格 1 . 5 元 、
1 . 4元同样都是 1 9公分规格的
白色塑料袋，在颜色上、手感上
都与 2元钱的有所差别，“你闻
闻，这两种还有点味呢。”1 . 5
元、1 . 4元规格的白色塑料袋有
一股明显的塑料刺鼻的味道。

当记者问到，塑料袋是否消
毒时，店主告诉记者，2元钱的塑
料袋是纯原料的造的，而1 . 5元
和1 . 4元的塑料袋是再生塑料，

“纯塑料造的应该没事吧，再生
塑料是回收的塑料制品，制成的
塑料袋。”店主说，两种塑料袋均
没有消毒。“两块钱一把的这种
塑料袋，材质算是最好的了，一
般卖菜的都用便宜的。”

““限限塑塑””六六年年超超市市成成大大赢赢家家
再生塑料造塑料袋，有些未经消毒
本报记者 陈静

“限塑令”实施六年来，超市成为最大的获益者，原本不收费的塑料袋，给超市带来额外的一笔
收入，农贸市场、街头商贩依旧向市民提供免费塑料袋。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塑料袋的种类五花
八门，有些塑料袋的材质是再生塑料，有些塑料袋本身也没有经过严格消毒。

学生尝试吸烟呈低龄化趋势

不不少少学学生生变变““烟烟民民””只只因因好好奇奇
文/片 本报记者 于鹏飞

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在发布的《2014中国青少年烟草调查》提到，现在初中生吸烟率超过6%，
而男生占到10 . 6%，而在吸烟的初中生中，有3成已存在烟草依赖，而法律有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
销售卷烟、禁止中小学生吸烟。连日来，记者在莱芜市区、郊区走访发现，在校初、高中生有吸烟
行为的不在少数，而学校附近的小卖部也存在向学生兜售烟草的现象。

学生：

看别人抽烟感到好奇，

俺也跟着吸

6月2日是端午小长假最后
一天，在莱芜市区某体育场所
内，十余名中学生正在打篮球，
双方对抗性很强，个个脸上都
大汗淋漓的。其中，一名约莫十
五六岁的学生可能是打球累
了，返回到场下，瘫坐在石板
上，一只手叼着烟猛吸着。过了
10分钟后，其他学生也休息起
来，这位吸烟的学生掏出一盒
烟，向周围的学生示意要不要
抽支烟。记者看到，其中有部分
学生接过了烟，则另外几名学
生则摆摆手拒绝了。

紧接着，记者凑上前去询
问一名正在吸烟的学生什么时
候接触上烟草，这名韩姓学生
不屑地说：“你难道不觉得吸烟
很时髦吗！之前看到身边的同
学下课在树林里偷着吸烟，我
在一边看着挺过瘾的，也跟着
学了起来。”他还补充道，刚开
始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吸烟，
一天也就抽个三四根，后来，看
到身边的伙伴们有事没事就
吸，也就没觉得大惊小怪了，

“其实我知道吸烟对身体有害，
但吸开了，就不好戒掉了。”

商店：

学生说给爸爸捎带烟，

咱就卖了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法律
法规明确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
销售卷烟。《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七条规
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
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
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
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3日上午，记者走访了凤城
西大街老一中附近几家小卖部
发现，部分店内有售卖香烟的
现象。“俺店内主要卖文具用
品，没卖过烟，倒是有不少学生
来此咨询过。”路北一家小型超
市一名卢姓工作人员对记者
说。

不过，记者继续沿街往东
走时，一家门面不大的小卖部
有香烟陈列着，记者以顾客身
份向店家打听有无学生来买烟
时，店老板与记者攀谈起来：

“来买烟的都是你们这些成年
人，即使有中小学生来买烟，他
们也是找各种说辞，比如说替
爸爸、爷爷捎带或者送人用，这
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好拒绝卖给
他。”这位店老板还表示，她经
常在店门口附近看到放学后的
学生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抽
烟，“最近两三年，学生抽烟的
现象越来越普遍了。”

部门：

学生尝试吸烟呈低龄化

法律禁止中小学生吸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第五条规定：国家和
社会加强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
教育，禁止或者限制在公共交
通工具和公共场所吸烟，劝阻
青少年吸烟，禁止中小学生吸
烟。《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
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中、小学周围的零售店不予发
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提供的
资料了解到，山东省小学生尝
试吸烟行为有低龄化趋势，且
烟草危害知识的知晓率较低。
而且，学生吸烟行为的发生既
有个人因素的影响，亦有家庭
因素和周围环境因素的原因。

据莱芜市疾控中心健康教
育科王主任介绍，大多数吸烟
者始自青少年，开始吸烟的年
龄越早，成为常吸者的可能性
越大。“而且，吸烟的青少年常
伴有诸如学业、品德、心理等一
系列的行为问题，因为青少年
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各器官
系统都尚未发育，对外界环境
有害因素的抵抗力较成人弱，
对毒物危害敏感，身体的正常
生长发育容易受到损害。”

他建议，加强“拒吸第一支
烟”培训。另外，在加强学生控
烟工作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社
会和对学生家长、教师的控烟
干预和戒烟帮助，还应遏制公
共场所的吸烟现象。

小小朋朋友友画画的的““不不要要吸吸烟烟””的的漫漫画画。。

本报6月3日讯 (记者 程凌

润 ) 5月30日至6月2日，山东省

“快乐汉字”总决赛在山东传媒职

业学院举行，艾山一中戈涵同学

和家人组成的莱芜代表队勇夺亚

军。

据介绍，山东省“快乐汉字”

总决赛由全省进入复赛的36支代

表队参加，经过复赛(36进12)、半

决赛(12进6)、决赛(6进3)等环节的

紧张激烈角逐，最后产生了全省

冠、亚、季军，他们成为了全省17

地市400余所初中学校12万参与

海选学生中的佼佼者。

本次大赛是由山东省教育

厅、山东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主办，比赛用丰富的汉字内容、快

乐的参与方式、媒体的表现手段，

突出了听写美丽汉字、享受传统

文化主题。

省“快乐汉字”大赛

莱芜队夺得亚军

声明

莱芜市莱城区瑞鑫源农副产
品经营部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
失，税号：379004196212082453S1，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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