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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石狮市图书馆了解到，10月1日

起，该馆开展“阅读不加价，福利大放送”活动，在不

增加读者押金的前提下，调整单张借书证的图书借

阅数量和借阅时间，为读者送上更多福利。

据介绍，借书证的类型具体调整为：押金100元

的借书证可借数由1—3本提高到1—5本（总书价

不超过押金的120%）；押金200元的借书证可借数

由1—6本提高到1—10本（总书价不超过押金的

120%）；增加押金500元的借书证类型，可借数1—

25本（总书价不超过押金的120%）。其中，各类型

借书证借期由21天改为30天，到期前可续借1次，

续借期为30天。读者可凭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等

有效证件原件，填写《石狮市图书馆读者登记表》

（若在自助机办证则无需填写），并缴纳相应的押金

即可办理借书证，文林图书馆、万祥图书馆、流动图

书车、新华书店、凤凰城百姓书房、步行街百姓书房

均可办理。 （记者 胡丹扬 通讯员 林雅彬）

石狮市图书馆
为读者送上更多福利

■城事特搜�唠一唠

2020年1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到2020

年底，全国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

性塑料吸管。如今，距离禁用时间仅剩不到三个

月，近日，记者在我市走访发现，虽然还未到禁用时

间，但已有部分商家提前将吸管更换成纸质吸管或

不用吸管的全新杯盖。

在泰禾广场一饮品店里，纸质吸管和餐巾纸、

白砂糖、搅拌棒一起放在桌上，供消费者自取。使

用纸质吸管时，不少人会下意识低头看一下这种

“不一样”的吸管。据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更换纸质

吸管已有一段时间，消费者对纸质吸管的接受度还

可以。

而在德辉广场一家餐饮店内，放在柜台上的一

次性塑料吸管盒虽还未撤掉，但是盒内已经没有提

供一次性塑料吸管，同时盒子上还写有“本吸管将

于近日隐退！为了地球，我不管了”的推广语。“我

们现在的饮品，都是使用不需要吸管的杯盖，比较

环保。”采访中，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他们各门店

积极减少吸管的提供后，收到的反馈都还不错。

走访中，不少商户表示，马上就要到一次性塑

料吸管禁用时间，不仅是消费者要适应，他们也在

适应改掉提供一次性塑料吸管的习惯，同时寻找

可降解的环保吸管作为替代。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减塑”进行时
部分门店停用塑料吸管

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养

成生活中珍惜粮食、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的习惯，人人有责。养成良好

的饮食习惯，培养勤俭节约良好美

德，既要做“光盘行动”的实践者，

也要做“光盘行动”的推动者。10

月16日当天，在世界粮食日到来

之际，我市市民纷纷分享他们的节

约粮食小妙招。

日常生活中，买菜做饭是一件

很平常的事，但是常常有一些人，

会因为冲动购买大量食物，加上计

划外的聚餐和外卖，让家中买来的

食物，还没来得及吃就已经变质。

对此，市民杨阿姨认为，如今购买

食物非常便捷，不需要一次性买很

多，可以每周购买一次。购买前列

张购物清单、设定预算，严格按照

计划购买，只做减法，不做加法。

另外，杨阿姨还表示，在买回食物

后，要根据不同的保质期，把刚买

的或者即将过期的食物放在冰箱

外面，后买或者保质期长的食物放

在冰箱里面。保持冰箱里的可见

度，让每天要吃掉的食物一目了

然。

市民林先生也分享了他日常

节约粮食的小妙招。林先生表示，

因为工作因素，他的午饭经常要在

单位解决，有些外卖没有提供小份

额的菜，为了避免浪费粮食，他和

三位同事经常一起拼单叫外卖，

“既能吃到不同味道的食物，也可

以避免浪费。”林先生说。

采访中，有市民认为，外出用

餐时一定要避免“眼大肚子小”的

行为，比起一次性点太多东西，倒

不如先点一部分，不够再加单。同

时，还要养成吃不完的食物，打包

带走的习惯。

此外，对于如何更好地解决浪

费粮食问题，市民刘女士认为，餐

饮行业可以多出小份菜、一人食套

餐，这样既可以解决许多人单独用

餐时的难题，也可以避免浪费粮食

的行为。 （记者 蔡怡婷）

节约每一粒粮
做一个有“粮心”的人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石狮市各商场、卖场纷纷打

出“清仓”和“上新”促销牌，引来不少消费者前往购

物，并着手准备新装备。

“好久没有这样惬意地逛商场购物了，天气不

再那么闷热，正赶上促销季，竟然逛了整整一个下

午。”10月16日，在石狮德辉广场，正在购买秋装的

林女士表示，天气渐凉，早晚已经有凉快的感觉，因

此，秋装就成了购物的首选。

走访中，记者发现在德辉广场内，在秋冬装上

新的同时，不少夏品也开始清仓促销。“2—5折不

等，很多夏装都在促销，有的原价200元左右的夏

装，清仓价才50元。”正在淘货的吴女士说，现在买

几件夏品还能当内搭再穿一段时间。

除了服饰外，进入秋季以来，不少消费者特别

喜欢购买肉食、奶品、补品等，用以“贴秋膘”。从穿

到吃，越来越多的秋冬物品开始热销，人们更愿意

走出家门逛街购物，以备足当季货品。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天气转凉
市民忙备“新装”

（上接一版）石狮一家保险公司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车险综合改革后，

石狮多数车主的车险费用总体上会

略有上涨，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改革

后“车损险”承保范围扩大，往年涉

水险、自燃险、盗抢险都是单独购

买，现在都“融入”车损险中，如果从

这种保险总价来看，改革后的车损

险其实还是降价了。相比于因扩大

承保范围而费用上涨的车损险，车

险改革后的三者险价格有所下降。

在多家保险公司官网上进行车险测

算中，记者注意到，保额100万元的

三者险，其费用在350元至400元之

间。

对于此次车险综合改革，石狮

车主们大为赞赏的是交强险责任赔

偿限额的增加。在车险改革之前，

交强险总责任限额为12.2万元，而

改革后，责任赔偿限额提升到20万

元，其中包括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8

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8万元，

财产损失赔偿限额0.2万元，如果被

保险人无责任时，则死亡伤残赔偿

限额1.8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

18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0

元。相比于之前，死亡伤残赔偿限

额和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均有较大提

高。责任赔偿限额提升，交强险费

用却和原来一样，这样的“加量不加

价”，对于车主们来说，可谓最大的

实惠。

“好”车主保费享“折扣”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关

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

“好”车主的保费可以打折，而且折

扣力度从以往的“七折”加大到“五

折”。

石狮一保险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次车险综合改革，监管部门结

合各个地方交强险综合赔付率水

平，将各省市分成五类，不同类别对

应不同的“折扣”幅度，其中A类的

省份只有内蒙古、青海、海南、西藏，

这类省份“好”车主的交强险费用最

多可以打“五折”。目前，福建省属

于E类，所以对于石狮车主来说，最

多的折扣幅度为“七折”。

在一些保险公司的官网上，记

者测算交强险费用时，旁边大都有

“折扣”提示，比如，平安保险公司官

网的提示信息为：上一个年度未发

生有责任道路交通事故-10%；上两

个年度未发生有责任道路交通事

故-20%；上三个及以上年度未发生

有责任道路交通事故-30%；上一个

年度发生一次有责任不涉及死亡的

道路交通事故0%；上一个年度发生

两次及两次以上有责任道路交通事

故10%；上一个年度发生有责任道

路交通死亡事故30%。从这些提示

中可以看出，连续三年无有责任赔

付的“好”车主，可享受交强险费用

“七折”的优惠，相反，如果车辆有发

生交通事故，特别是发生死亡事故

的，则交强险费用不仅没“打折”，还

会上涨，最高涨幅30%。

在商业险费用方面，没有赔付

记录的“好”车主也将获得一定比例

的“折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

次车险改革后，对车主赔付记录的

“考察”范围从之前的一年扩大到了

三年。“以前车辆出事故时，车主担

心报保险会影响第二年的保费，现

在，车主要考虑更长远一些，因为赔

付次数影响的不单单是第二年的保

费，而是影响接下来三年的保费。”

石狮一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提醒车

主，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赔付金额

只有几百元，可以考虑“自掏腰包”，

以免影响后三年的保费。

采访中，市交警大队相关部门

负责人表示，作为车主，要降低交强

险保费，关键就是要避免发生交通

事故。而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就要求车主自觉做到遵守交通法

规，谨慎驾驶，因为绝大多数的交通

事故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有人违

反交通法规。从石狮当前发生的交

通事故来看，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

原因有：随意变道、加塞，闯红灯，酒

后驾驶，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过斑

马线时未避让行人，超速行驶，不按

规定使用灯光等交通违法行为。

你的爱车还“裸奔”吗？

对于车主来说，给车辆购买保

险，可以确保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给

自己一份“保障”，因为一旦发生有

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赔偿金额少

则十多万元，多则八九十万元，有的

甚至还多达一百多万元，如果没有

购买车险，巨额赔偿将让车主难以

承受。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石

狮机动车拥有量超过20万辆。从

几家石狮保险公司相关人员透露的

数据来看，石狮车主每年花费的车

险费用超过4亿元。

也有一些车主除了强制购买的

交强险外，并没有购买其他商业

险。这类车辆被人称之为“裸奔”

车。从石狮市交通事故快速处理中

心及交通事故多元调解中心，记者

了解到，在事故调解中，交警发现依

然有些事故车辆属于“裸奔”车。这

些车主之所以不购买车辆商业险，

有的是因为忘记续保，或者未及时

续保，导致发生交通事故时，车辆没

在保险期内，还有则是因为心存侥

幸。

来自江西的陈某曾是一位“裸

奔”车辆的车主。据其介绍，有四五

年时间，他的车辆都是只购买交强

险，未购买其他商业险。有时，看到

朋友购买车辆商业险，他还不以为

然地建议“不要买”。但前年9月

份，他驾车时不慎与一辆电动车发

生碰撞，交警认定其承担事故的主

要责任。对方身上多处骨折，伤情

较重。因为这次事故，他赔了对方

30多万元，几乎把积蓄都花光了。

有了这次惨痛教训后，他再也不敢

让车辆处于“裸奔”状态，有身边朋

友购买车险的，他也会极力建议买

份商业险。用他的话说，就是“多一

份保障，开车时也多一份安心”。

采访中，一些保险公司业务人

员表示，此次车险综合改革后，车险

的保障力度比以往大幅提升，不仅

车损险的保障范围扩大了，如台风、

洪水等不可抗力造成了车辆损坏也

纳入保险赔付范围，而且三者险责

任限额区间也从此前的5万至500

万元，提升到10万至1000万元。在

这些利好政策下，车主们商业保险

的需求将得到快速释放。这一点，

从车险综合改革运行一个月来，石

狮一些保险业务员接单的情况中可

以得到体现。有业务员告诉记者，

其近期购买车险的多个客户，三者

险的保额都从原先的50万元提到

了100万元，有几个此前没有购买

车辆商业险的，近期也都购买了。

相信随着车险改革越来越多利好措

施的实施，在路上“裸奔”的车辆将

越来越少。

（记者 林春凯）

车险综合改革运行“满月”，石狮车友感受如何？

网上生鲜买买买 用完的冰袋该如何处理？

家中冰袋越来越多
市民不知该如何处理

近日，市民蔡女士在网上订购

海鲜食材，由于这类食材都需要低

温保鲜，卖家或快递在配送过程

中，通常会使用冰袋。“我以为冰袋

里是水结成的冰，剪开冰袋的塑料

包装后，才发现里面装着一种很黏

稠的物质。”蔡女士说，她将冰袋里

的物质倒在洗菜盆里冲洗，却冲不

下去，只好又收集起来扔进垃圾

桶。此后处理冰袋时，她就直接

把整个冰袋扔进垃圾桶，“不知道

还能怎么处理。”蔡女士说，她仔

细看了一款存放在冰箱里的冰

袋，冰袋外包装上有这样的描述：

“本品选用高聚化合物相变蓄冷原

料配制而成，富有一定的弹性，干

净无毒，安全环保”，但未标明具体

的成分。

采访中，大部分市民表示，因

使用频率低，在收到生鲜商品后，

会将冰袋整个扔掉，不会留下来循

环使用，也没有考虑过是否会造成

环境污染。不过，也有市民认为，

冰袋可以重复利用，可用于食材保

鲜，还能用于发烧时物理降温、运

动损伤后冰敷，或放置于冰箱减少

耗能，平时会存放在冰箱里以备不

时之需。

据了解，目前市民网购后收到

的冰袋，主要是注水冰袋和生物冰

袋两种包装。注水冰袋上的介绍

比较详细，而生物冰袋上面没有关

于产品材料的介绍，只有“泄漏弃

用、远离尖锐物品、远离高温、支持

环保、可循环使用”等提示语。

商户：只提供冰袋
不回收处理

眼下，生鲜配送已不光是网购

平台才有的服务，我市许多超市、

商家在提供外卖时，担心商品在配

送过程中变质，也会在包装袋里放

上冰袋。“夏天使用的会多一点，现

在天冷了，只要距离不是太远，一

般都只放一到两个冰袋。”湖东菜

市场一家冷冻食品店负责人吴先

生表示，同城配送的冰袋只有偶尔

提供，但是长途运输的冷冻食品，

冰袋是必不可少的。而当记者问

到是否有回收冰袋的服务时，吴先

生则表示，冰袋都是放快递内一起

配送，不可能让客户现场开包，他

们再取走冰袋。另外，等到客户取

走，冰袋可能已经化得差不多了，

冰袋难免受到污染，他们也不好再

利用。

走访中，大部分提供冰袋保鲜

服务的商家都有和吴先生一样的

想法。在他们看来，提供冰袋本就

是额外的开销，如果再提供回收服

务，成本太高。同时，在选择冰袋

的产品上，他们也多以低成本的冰

袋为主，“像我家的冰袋就是注水

的，客户收到后可以直接将袋子里

的液体倒掉。”大仑菜市场一商户

表示。

目前我市是否有相关的回收

冰袋业务？由于数量不多，成本

高，回收价值不大，当下并没有任

何回收机构愿意回收冰袋再利

用。

建议：设置回收点
回收再利用避免浪费

虽然冰袋上标注着绿色安全健

康环保，商家也表示可以重复使用，

但是大多数市民表示，日常生活中

需要使用到冰袋的情况并不多，所

以重复使用对于他们来说并不能

解决问题。

那么，这些冰袋到底该如何处

理，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浪费，防

止造成污染呢？有市民建议，商

家、电商可以采取一些积极的办

法，例如使用保鲜冰箱配送生鲜，

快递员只要把食材交给消费者，并

不需要给消费者留下冰袋，这样冰

袋既可以反复使用，同时消费者也

无需为如何处理冰袋苦恼。也有

一些市民则认为，比起冰袋在家

中闲置，同城配送可以提供“冰袋

换蔬菜”的服务，在附近的生鲜网

点提供冰袋兑换服务，还可以在超

市设立自取自存冰柜，或者是像电

池回收、捐衣物箱一样设置统一回

收点等。（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自从有了生鲜电商，市民们

足不出户也能享受到新鲜的鱼肉

蔬果甚至冰淇淋，美味能持续保

持新鲜，冰袋可以说是功不可

没。但是，当这些冰袋完成使命

后，该如何处理它们，也成了部分

人的难题。近日，“网购生鲜冰袋

处理成难题”这一话题在网上引

起热议。记者走访发现，因数量

不多、回收价值不大，石狮市面上

还没有冰袋回收的相关业务。但

无论从环境保护还是资源利用最

大化角度来说，生鲜冰袋的回收

制度需进一步升级，这也需要社

会各界和市民共同配合。

■
城
事
茶
馆

市民海边挖海蛎 收获天然好味道

■城事动态
10月14日下午，古浮村古浮

湾附近海域的海水退去，密密麻

麻的海蛎显露出来，吸引不少前

来赶海的市民带着工具挖掘海

蛎，尽情享受大海的馈赠。

当天下午，古浮湾海域海水

退去后，滩涂和礁石上的人也渐

渐多了起来，他们带着小铲、穿着

雨鞋，等退潮后来挖海蛎、捡贝类

海鲜。采访中，一位正在挖海蛎

的市民蔡女士表示，眼下正是海

蛎成熟肥美的季节，野生的海蛎

个头虽小，但胜在味道鲜美。每

年一到这个时候，她和几位好友

就会“组团”过来采挖海蛎。蔡女

士说，挖海蛎看起来简单，其实没

那么容易，下手的力度要掌握好，

才不会破坏海蛎肉。花了四五个

小时，蔡女士的桶内满满的海蛎

肉，而这样的野生海蛎在市场上

每斤要卖25元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来这里赶海

的多为本地老人，他们“退休”在

家，儿女们已经长大成人，闲暇之

余来这里散散心，顺便运动下筋

骨，挖一些野生海蛎肉，用来做汤

调鲜。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