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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一工地夜间噪音扰民，十天内被查三次

扰扰民民罚罚五五万万不不改改，，再再罚罚五五万万！！
日本智能马桶盖

被抽出不合格

本报青岛11月3日讯（记者
潘旭业） 别再迷信“日本智能马
桶盖”了！3日，记者获悉，黄岛检验
检疫局共抽取了9批进口智能马桶
盖，其中 7批不合格，不合格率达
78%，从日本进口的马桶盖同样未
能幸免。据悉，这些进口智能马桶
盖主要不合格项为无中文信息和
中文说明书、标识易脱落、无接地
符号、未标注防水等级等标识和说
明信息不全；电源线插头样式不
符；接地措施存在安全隐患等。

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追求的提
升，智能马桶盖受到许多家庭的青
睐，以致有春节期间“日本智能马桶
盖被国人抢空”的新闻报道。然而，黄
岛检验检疫部门针对进口智能马桶
盖的市场抽检情况却不容乐观。在最
近的一批抽检中，检疫人员发现，从
日本进口的马桶盖中，竟然一点中文
标识也没有，按照进口货物的登记要
求，这些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按照我国产品质量法规定，产
品的标注和铭牌，需要查看马桶盖
的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等，选择
正规渠道进口产品。正规进口产品
必须有中文的产品功能标识和铭
牌，铭牌上需标注额定电压、额定
频率、额定输入功率或额定电流、
器具规格型号、制造厂名或承销商
名称、商标以及防水等级。需重点
关注防水等级的 IP代码，该代码至
少为IPX4，因为需要在潮湿的卫生
间使用这种通电产品，必须具备
IPX4的防水等级才能放心使用。
“但是，这批商品却没有相关标识，
这说明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多进口
商通过非正常渠道进货，对消费者
来说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黄岛
检验检疫局相关工作人员说。

外来的马桶盖

当心“水土不服”

案例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很多商场
内并不销售智能马桶盖，由于消费者
过于注重智能马桶盖的舒适性，会选
择直接从国外购买。然而，买回来的
东西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好。

家住青岛市黄岛区薛家岛街道
的周先生在春节期间也从日本购回
了一款智能马桶盖，但用起来却发
现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我在使
用的时候发现有时候会出现堵孔现
象，后来从国内销售部门了解到，日
本智能马桶盖的‘温水清洗’功能需
要储水罐实时加热保持恒温。由于日
本的水质较软，在加热、冷却的过程
中不会出现太多水垢，而中国很多地
区水质偏硬，容易产生水垢堵住出水
孔。因此在一些水质较硬的地区，这
种马桶盖使用五六个月就可能被堵
住出水孔造成故障。”周先生说。

“从目前来看，大部分消费者对
智能马桶盖具体的型号认识很少，
只是跟风购买。这也导致了部分不
良商家利用消费者的这种心态进口
一些劣质不达标的货物，甚至有一
部分直接是在国内生产，贴上外国
标签进行销售。”黄岛检验检疫局相
关工作人员说。

本报记者 潘旭业

本报青岛11月3日讯（记
者 吕 璐 通 讯 员 戴 永
明） 未经许可夜间施工扰
民，被执法人员叫停后还屡
教不改。3日，记者从青岛市
环保部门获悉，一批夜间违
法施工的工地被集中点名曝
光，其中天元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10天内3次被查，被罚款
10万元。企业因噪声扰民短
时间内连续被罚且罚单高达
10万元的个例十分罕见。记
者走访了解到，目前该工地
扰民情况已经改善。

11月3日，记者来到天元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所在重庆
南路99号的工地，周边小区鸿
仕雅居的居民刘先生介绍，几
个月以前的夜晚确实饱受施
工噪音影响，近期晚上已经听
不到声音了。据工地一位工人
介绍，为了追赶工期，8月份确
实进行了夜间施工。

今年8月16日23时10分，
青岛市市北环保分局执法人
员对辖区内工地进行走访检
查，走到重庆南路99号的项目
工地时，发现建设单位天元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在使用1台地
泵、混凝土搅拌车等设备进行
夜间施工作业，而该企业未办
理夜间施工证明。

分局执法人员介绍，根据
规定，夜间施工的合法时间为
18时至22时，22时至次日6时

不允许进行夜间施工。即便是
抢险、抢修作业和因生产工艺
上要求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
作业的，还要办理审批手续、
向社会公示后可进行夜间施
工。

在现场，执法人员制止了
违法施工行为，并要求工地整
改。谁知道执法人员走了还不
到半个小时，投诉电话再次响
起，对该工地噪音的举报又来
了。23时55分，执法人员再赶
到现场，该单位仍在继续违法

施工。市北环保分局对其做出
“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的处
罚决定。

处理完不到十天，8月25
日凌晨3时34分，市北环保分
局执法人员再次到重庆南路
99号的项目工地检查，发现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未
办 理 夜 间 施 工 证 明 的 情 况
下，使用1台砂浆机等设备进
行夜间施工。该项目近期发
生多次违法夜间施工行为，
均被查处。最终，环保部门又

做出了“罚款人民币伍万元
整”的处罚决定。

执法人员介绍，夜间检
查中发现噪声扰民，大多数
企业都能马上整改，停止违
法行为，由于天元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不配合执法，归为
特别严重的违法行为阶次，
所以按照上限，两次处罚了5
万元。这处工地8月份被立案
后，经过了立案、复议、送罚
等法定程序，罚单最终在今
年10月开出。

城城里里人人用用的的抽抽水水马马桶桶俺俺村村也也有有
胶州市污水处理进农村，2016年要覆盖全市六成村

去年，青岛胶州市开始试点了农村污水处理工程，而
这也是中科院宣布中国污水处理技术水平和创新性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最引以为傲的亮点。

经过记者实地探访，发现“下水道、冲马桶、污水处
理”这些貌似城市专有的词汇如今已然走进了普通的庄
户人家，污水处理和农村改厕完美融合，改善了环境，同
时也大大提升了村民的生活水平。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震

11月3日，记者来到青岛
胶州市胶莱镇王疃村，村口一
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的大牌子让这个小
小的村子显得底气十足。在
王疃村南部有一块大约 1亩
左右的人工湿地，湿地的下
面竟藏着一个大约200平方
米的小型污水处理厂，不禁
让人啧啧称奇。“这个污水
处理点能够处理附近 8个村
庄的生活污水，全部由地下
管网连接。“胶州市城乡建
设局排水管理站站长聂仲

秋告诉记者，王疃污水处理
站始建于2014年4月份，由污
水收集管网和地埋式污水处
理模块两部分组成，而后者则
是工程最大的亮点。

据介绍，王疃污水处理厂
对污水处理一共有四道工序：
预处理+A/O接触氧化二级
处理+人工湿地深层处理+紫
外线消毒，设计处理规模达
500立方米/天。“湿地不仅是
摆设，而且也是深层处理的一
层环节，主要处理污水中的重
金属残留。“聂仲秋说。

污水处理厂藏在湿地下

离开王疃村之后，记者又
来到胶州市李哥庄镇纪家庄
村，并参观了村民纪大哥家的
厕所，纪大哥家用的不但是抽
水马桶，而且厕所非常干净。

“以前家里都是自己挖茅
坑，经过改造之后环境就这样
了，城里人用的抽水马桶俺村
也有。“纪大哥说，去年8月份
村改厕完成之后，自己家的厕
所就通过管网连接到了村里
的污水处理厂，家庭污水通过

自家的化粪池过滤之后直接
流进处理厂，从此告别了苍蝇
满天飞的“茅房”。

纪家庄村村干部纪秀芹告
诉记者，全村总共有196户，每
一户都连接了地下管网并建设
了化粪池，而村民则不用花一
分钱。经过“三格式“化粪池初
步过滤后的生活污水处理后便
排入了一个水塘，村委在水塘
里种了荷花还养了鱼，让污水
处理池变成了一个小公园。

处理过的污水里能种莲、养鱼

办法是好，但是由谁来出
资建设又由谁来后期维护呢？
聂仲秋告诉记者，目前胶州市
作为试点共建设了 6个农村
污水处理厂，可以处理18个
村庄的生活污水，建设费用基
本按照胶州市财政和村镇6:4
的比例分配，维护费用则由所
在村镇承担。“我们在设计的
时候考虑到了维护费用的问
题，有很多设计都降低了维护
费。“聂仲秋说，以王疃污水处
理厂为例，整个处理厂建设费
用为510万，而维护费每年仅
需要3000元左右，因为处理
厂整个系统采用电脑远程控
制，并且利用太阳能发电设备
运行可以自给自足。

“试点建设的6个农村污
水处理厂各有特色，均可以作
为模板在全市推广。”胶州市
城乡建设局局长汤德华说，胶
州市采取的是“1+10+9+X”污
水处理模式。其中,“1”是一座
城市污水处理厂；“10”是区域
集中污水处理模式，共10座乡
镇污水处理厂；“9”是区域小
集中污水处理模式，即9处村
级污水处理厂；“X”是分散型
污水处理以及原位污水处理
模式，包括农村分散型污水处
理设施和原位污水处理设施
等。利用这种模式，胶州市目
标是在2016年实现全市农村
污水处理率达到60%，总投资
达16 . 12亿元。

500多万的污水厂，每年维护才花3000

由天元集团负责建设的重庆路99号项目工地。 本报记者 吕璐 摄

▲村民纪
大哥家的厕所
和楼房厕所没
有任何区别。

藏在湿
地下的污水处
理厂真面目。

不合格的马桶盖。
黄岛检验检疫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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