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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是可持续发展型
社会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
题，政府对企业碳排放标准的
制定成为了车企面临的一项严
峻考验，而新能源的应用将成
为未来汽车动力发展的方向。

今年在动力技术领域取得
长足进步的东风标致，将“E动跨
越”最新战果“T+STT高效动力”
搭载在新东风标致3008上，为用
户带来了更高效、更经济、更环
保的动力新体验。作为一款“高
性能欧系都市SUV”，新3008是东
风标致首款搭载1 . 6THP涡轮增
压直喷发动机的车型，如今全面
升级的新3008，不仅驾驭激情完
美如初，更在不改变用户任何驾

驶习惯、保障舒适车内环境的情
况下，创造出百公里6 . 8L的超低
综合油耗，让消费者省油的最终
目标轻松达成。

搭载“Stop-Start发动机智
能 启 停 系 统 ”( 即 S T T ) 的 新
3008，油耗最高可节省15%。众
所周知，发动机怠速成为消耗
燃油的杀手，很多老司机会在
预知临时停车超过 1分钟时让
发动机暂时熄火以节约用油。
东风标致先进的STT微混技术
通过智能系统控制启动机，达
到发动机自动启停的目的，在
不必改变用户使用习惯的同时

“不经意”地节省燃油。
新东风标致3008继续搭载了

由PSA标致雪铁龙集团与宝马
集团联合开发的1 . 6 THP涡轮增
压直喷发动机。全铝合金轻量化
设计、Twin scroll双涡道涡轮技
术、缸内高压直喷技术是这款连
续八年荣获“国际年度发动机”
大奖、赢得了全球超过150万用
户认可的发动机的明星代码。应
用Twin scroll双涡道单涡轮技
术，提高废气使用效率以提升涡
轮响应速度，发动机仅1000转时，
涡轮增压便开始介入工作，并在
随后1400转时输出245牛米峰值
扭矩。同时，应用高压缸内直喷
技术，燃油在发动机气缸内直接
高压喷射，更加精确、油气混合
更充分，配合连续可变进气正时

技术，优化动力性能同时降低油
耗和废气排放。

新3008不仅通过搭载“T+
STT高效动力”实现动力系统
的卓越升级，成为完美平衡“性

能 ”、“ 经 济 ”、“ 环
保”的奥秘，同时新
3 0 0 8 也带来了更加
丰富的配置满足消
费 者 的 用 车 需 求 。

“电动可开启全景天
窗”、“ 7英寸彩色触
控屏多媒体系统”、

“ 直 接 式 胎 压 监
测”、“彩色H U D 平
视 显 示 系 统 ”、“ 副
驾驶员座椅电动调

节?”、“全系标配轻质铝合金行
李架”等诱人配置，在舒适性、
安全性、智能性等方面通过颠
覆式的全面刷新，为用户创造
了全方位的快乐体验。

新新东东风风标标致致33000088““TT++SSTTTT””高高效效动动力力揭揭秘秘

滚滚烫烫炉炉渣渣每每年年烧烧坏坏千千余余垃垃圾圾桶桶
更换成本大，垃圾桶：求求你们，别再“喂”我热炉渣了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刘光
斌) “入冬以来，淄博中心城区
300多个垃圾桶已被烧坏，每年
烧坏的有一千多个。”张店区环
卫局负责生活垃圾转运负责人
朱洪涛说。天气转冷，很多市民
自己烧炉子，炉渣带着火花就倒
入垃圾桶，导致垃圾桶被烧坏。

8日，记者走访张店几个老
旧小区发现，垃圾桶被烧坏的现
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张店河滨社
区附近看到，在一条巷子里竟然

发现了3只烧痕明显的垃圾桶。
被烧坏的垃圾桶上有拳头大小
的的窟窿，而本来平整的垃圾桶
壁也有融化的褶皱。而在垃圾桶
内，也可经常看到炉灰。

据悉，被烧坏已成为垃圾桶
损坏最主要原因，而垃圾桶被烧
坏主要是因为居民不合理倾倒
炉灰等原因引起。“一年中任何
时候都会发生，但尤其以冬季取
暖季节为最多。”朱洪涛表示。

较容易发生塑料垃圾桶被

烧坏的区域有一些共同点。“老
旧小区、夜市或者有商贸市场等
地方较多见。老旧小区居民因为
还有烧炉子的习惯，或者没有暖
气，只能自己生火取暖。而一些
农贸市场，则是因为一些烧烤店
或利用炭炉制作食品的商店不
合理处理炉渣”朱洪涛说。

据了解，在主城区张店，目
前拥有接近3000个塑料垃圾桶，
而其中因为不合理倾倒炉灰导
致的毁坏，每年可达到1200多个。

“每年需要更换的就能占到所有
垃圾桶的1/3。”自今年年初截止
到现在，主城区因为炉灰而被烧
坏的垃圾桶已经接近1000个，11

月中旬到现在，就有近300个出
现了烧化的窟窿。

“一个塑料垃圾桶成本大约
是300元，更换成本非常大。”张
店区环卫局相关负责人说。而目
前，因为处罚措施等原因，环卫
部门针对这种现象还没有很好
的解决办法，只能靠市民自觉。

青龙山完小：

“三好教育”有亮点

为提高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
展现教师课改带来的课堂巨大变
化，近日沂源县悦庄镇鲍庄小学举
行了教师课堂教学比赛活动。本次
比赛，参赛教师的课堂教学更加注
重优化课堂教学过程、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的主体性、切实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课堂教学活
动中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学生学得
开心，学得牢固。通过本次活动的开
展，促进了学校教师课堂教学改革
意识的提高，增强了课堂教学效果，
有效地提升了教师的业务素质。

悦庄镇鲍庄小学：

举办新课改比赛

不不好好确确认认倾倾倒倒者者，，处处罚罚成成空空文文
环卫部门只能以劝说为主，市民倾倒前应先用水浇灭

铁制垃圾桶防火

却成为小偷目标

在主城区张店，目前大约有100

个铁制垃圾箱。虽然这些垃圾箱可
以防火，但是数量较少，且因为体积
笨重，也不适合日常生活垃圾的清
理。“有时候，这些垃圾箱里也会着
火，虽然不会损坏，但是不及时扑灭
的话，对周边的影响就大了。”

在其他地市，有些地方专门
为炉渣较多的区域配置铁制垃圾
箱，但却成了小偷的目标。在大连西
岗区东关街地段居民生活垃圾中，
滚烫的炉灰渣较多，负责辖区卫生
扫保的大连明日环卫清洁公司为此
特制了43个“抗烫”的铁垃圾箱，但
是也经常被盗。

这些铁制垃圾箱目前已经丢过
几次。“铁制的防火但容易被偷，所
以现在这个问题一直也不好解决，
全靠市民自觉。”张店环卫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刘光斌

“附近小区有很多烧炉子
的，用完之后的炉灰和炉渣，
就往我们前面的垃圾桶里倒。
前几天，因为炉渣没熄灭，晚
上竟然着火了。”韩强 (化名 )

说，像这样的的垃圾桶燃烧事
件，每年都会发生好多次。

“今年，我和丈夫光灭火
就不少于3次，去年这里因为
炉渣点燃了垃圾，火势没有
迅速控制，还把垃圾桶后的
白粉墙给熏黑了。”韩强的妻
子指着明显可看到烧化痕迹

的垃圾桶说，一般当她看到
垃圾桶开始冒烟的时候，她
会及时端一盆水去浇灭，他
们非常担心垃圾桶的火势会
影响到对面 5 米的自己的商
店，产生危险。

记者走访张店河滨社区
及附近社区，发现垃圾通被
烧坏的现象十分普遍。被烧
坏的垃圾桶上往往有拳头大
小的的窟窿，本来平整的垃
圾桶壁也有融化的褶皱。而
在垃圾桶内，也可经常看到

炉灰。市民烧炉子的也很多。
在张店金晶大道东二街附近
的老小区内，一名居民正在
烧水，她说，确实见过有居民
直接将干炉灰倒入垃圾桶，
垃 圾 桶 的 损 坏 或 许 与 此 有
关。

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将燃
烧未充分的炉灰或炉渣直接
投入垃圾桶，很容易便可烧坏
塑料垃圾桶。“一年中任何时
候都会发生，但尤其以冬季取
暖季节为最多。

垃圾堆放点一年着了3次火

虽然塑料垃圾桶等环境卫
生设施的配置是由政府财政支
持，但其日常管理却是环卫部门
负责，但在垃圾桶的损坏处理问
题上，却遭遇瓶颈。

“发现垃圾桶被烧坏时，倾
倒炉渣的人早已不在现场。就算
找到了，我们也只能劝导。有时
候，还会遇到不承认或态度蛮横
的情况。”张店区环卫部门一位
负责人说，环卫部门没有行政执
法权，对当事人只能采取劝导的
措施，无法对其进行处罚。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规定：损坏各类环境卫生
设施及附属设施的，城市人民政
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恢
复原状外，并处罚款；盗窃、损坏
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
施，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

然而实际操作中，无论城管
还是公安，在追查破坏者上都面
临着一些瓶颈，因为损害者不好
确认。“一般只有居民报案，我们
才会侦查，但我们接到的这类报
案很少。即便有也多以批评教育
为主。”一位派出所民警说。

“目前，最关键的是提高市
民的意识，主动考虑到炉灰是否
存在未燃烧充分的情况，用水浇
灭后再倒入桶内。”朱洪涛说。

处罚有困难

全靠市民自觉

居民倾倒带余火的炉渣导致垃圾桶被烧坏，而更换只能由环卫部门自掏腰包。但是由于不好
确认损害者等原因，处罚也面临困难。环卫部门建议市民在倾倒炉渣前，先用水将余火浇灭。

近来，沂源县悦庄镇青龙山完
小立足实际求发展，从小处着手，精
心打造特色品牌“三好教育”为学生
一生幸福奠基，收到较好效果。

人人会打乒乓球。为孩子培养
一个能够长久保持的高雅运动“埋
种”。人人光盘得奖章。该校实施“光
盘行动”，奖励精美的“光盘奖章”，
以促校园文明节俭新风。让学生从
小懂得爱惜粮食。人人力行《弟子
规》。坚持每天利用早读10分钟统一
诵读，每学期开展一次《弟子规》大
检阅比赛。 (刘余)

本报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刘晓银

今年刚换上的垃圾桶被烧出了窟窿。 本报记者 刘光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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