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硚口试点垃圾智能分类 居民刷卡后可精准投放

垃圾扔进智能垃圾桶能变“钱”
本报讯（记者张全录 通讯员赵志宏）
昨天， 硚口区正式启动垃圾智能分类试
点。 首批在11个小区推行。 每户居民可以
获取一个绑定了身份信息的智能卡，刷卡
开启垃圾桶分类投放垃圾。对于可回收垃
圾，居民投放后，智能垃圾桶会自动称重，
给予居民积分奖励，积分可用于购物。
昨天在融侨锦江小区， 记者看到，每
栋居民楼的单元入口都有一个智能垃圾
桶。 分为绿色和蓝色两部分，中间则是刷

卡区。 垃圾桶需要刷卡才能开启。
物业工作人员正在向居民演示使用
步骤。 先到物业领取一张绑定了住户信息
的智能卡片， 卡片一面是绿色， 一面是黄
色。 要打开绿色垃圾桶投放厨余垃圾，就刷
卡片的绿色面。 要打开黄色垃圾桶投放其
他无回收价值的垃圾，就刷黄色的一面。
负责垃圾分类具体执行工作的联运
知慧公司项目经理王瑾告诉记者，楼栋单
元门口的智能垃圾桶供居民投放日常生

活垃圾，所以每个单元都要设一处。 小区
主干道旁设有几处大型的垃圾回收设备，
供居民投放可回收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
记者在其中一处垃圾回收设备旁看
到，这里设有一个垃圾袋取袋机和一排分
类垃圾桶。 现场，有不少居民前来刷卡取
垃圾袋。卡片一刷，垃圾袋就掉落出来。居
民若要投可回收垃圾，则到智能垃圾桶的
扫描区先刷卡，再选择玻璃、纸张、金属、
塑料四个按钮，打开对应的垃圾桶。

一位居民前来丢了一个废旧塑料桶。
垃圾桶关闭后，刷卡区旁边的屏幕上立即
显示了她投递的塑料桶的重量，以及兑换
到的积分。 这些积分，可以在这一智能系
统上，网购相应的商品，或直接兑换成垃
圾袋。 可回收垃圾桶旁，还有一处有毒有
害垃圾的回收处， 回收的主要是灯泡、电
池等垃圾。
此次参与垃圾分类试点的共有11个
小区，分别来自宗关、长丰街等5个街道。

重庆打工者在武汉工地突发中风

好心帮人指路却被骗走电瓶车

家庭困难盼爱心人士帮助

执着辅警30小时视频追踪抓获嫌疑人

本报讯 （通讯员高星 记者姚笑）45
岁的重庆南川籍农妇梁光芬，平常在家务
农带着 2 岁多的小儿子，前天上午，她接
到老乡的电话，丈夫吴后强中风倒在工地
人事不省。 她一下慌了神，什么东西都顾
不上带，背着背篓抱起孩子，喊上哥哥一
起当夜赶到武汉。 这两天，她在救治丈夫
的武汉市第四医院里，牵着孩子背着背篓
的身影，令人唏嘘不已。
昨天上午， 梁光芬在病房照顾丈夫，2
岁 9 个月的孩子踮着脚趴在床边的栏杆
上，扯着被子角喊着
“
爸爸……爸爸”。吴后
强身体虚弱还说不出话， 右半边身子已经
无法动弹。 吴后强的工友介绍，他们都在建
筑工地打工， 前天上午气温较低，48 岁的
老吴在搬运钢管的过程中，倒地不省人事。
武汉市第四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生

周洁介绍， 吴后强大脑中动脉供血区梗
死，梗塞部位不太好，所以导致右侧肢体
偏瘫，目前正在抓紧治疗中。 该院是湖北
省慈善总会“慈善医疗众筹”项目签约合
作单位，目前医务人员正在积极联系家属
申报医疗众筹项目。 院方也将启动救助程
序，为患者提供一定金额的救助金。
同时也希望社会上有爱心人士能伸
出援助之手，帮这个苦难家庭渡过难关。
梁光芬电话：15826205417。 也可以
与本报联系：82333333（热线电话）；关注
“
武汉晚报扶助行动”微信公众号并留言。

扶助行动
刘丰 13707178950
微信号 fuzhuxingdong

本报讯（记者万勤 通讯员谢威 宗
姚琪） 帮人指路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
汉南一智力障碍男子在指完路后，竟被
人讹上了，还被骗走了电瓶车。 派出所
辅警昼夜不息， 连续查阅监控30余小
时，成功抓获诈骗男子。
6日晚8时许，武汉开发区（汉南区）
纱帽派出所接到邹爹爹报警，孩子的电
瓶车被坏人骗走了。 1小时前，小邹在新
城大道新二路公交站坐车时，有个人问
小邹哪里可以坐车去市区。
小邹想到廖家堡那里可以坐271去
王家湾，便告诉了该男子，并带着问路
男子走到廖家堡车站。 但到车站后，271
已经停班了。 问路男子就生气了：“你是
不是在耍我， 我现在要去赶火车回东
北，由于你带错了路，现在很有可能赶

不上火车，你得为我负责。 ”
小邹很害怕，同意补偿对方。 问路
男子要小邹想办法把他送到纱帽街，再
给他包辆车去市区。 小邹想到自己家很
近， 便答应回家取电瓶车带他去纱帽
街。 行驶途中，问路男子说小邹骑得太
慢，便把小邹赶下车，然后骑着电瓶车
跑了。
通过小邹提供的线索，视侦辅警黄
飞通过视频追踪，花了30小时成功追踪
到嫌疑男子廖某的住址，9日下午在廖
某家中将其抓获。
廖某告诉民警，他最初只是想问个
路，但发现小邹这么“好欺负”后便起了
歹心。 目前，嫌疑人廖某被纱帽派出所
依法治安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审
理中。

武汉地区 60 岁以上离退休人员来店申领
时尚保温壶 + 冬款六超鞋
旅游 车载 必备良品
旅行保温杯 远门旅行必备之物

物资二:冬款六超鞋

物资一：时尚保温壶

5 大安全设计 实现 5 重保护

1.旅行保温杯容量大，大容量有大智

1.鲶鱼头鞋型

慧；

5.立体防滑鞋底
耐磨橡胶、立方体十字防滑纹，提升摩
擦力，抓地强。

鞋身加宽、鞋腰加高、鞋底加宽，宽

2.配备 PP 材质提手，携带方便还不

松舒适，穿上合脚，不挤不磨，双脚变形

勒手；

也能穿。

3.杯体采用 304 不锈钢材质，双层

2.三点稳定造型

真空保温保冷；

“25°前翘鞋头、魔术搭扣、元宝鞋

4.无尾真空焊接技术，健康环保，坚

帮”稳定双脚，走路轻便，防绊脚，不易

固耐用，柔韧性强，不易损坏；

崴脚。

5.可放冰块，也可放热饮。

3.双层减震空间

如此的功用创新与细节规划，也令此
款保温杯更具内涵与实用性，深受广大群

这款旅行保温杯，给孩子倒上一杯热水，

高弹 EVA 加 PU 韧性材质， 双层

众的喜爱。 正值旅游旺季，外出时的老年

何乐而不为呢。 此款保温杯是爱旅游的

空间减震，缓冲击、回弹快，脚感柔软，

人，随时需要补充水分。 当您口渴时，打开

老年人外出郊游、旅游不可缺少之物。 同

走路不累脚。

这款旅行保温杯，倒上一杯热水，暖暖地

样也是生活中缺一不可的物件， 您可以

喝上一口是多么的惬意。 每逢接送孩子

放车里，外出携带，接送孩子时带着这款

时，当孙子孙女说口渴时，您就可以拿出

保温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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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走路更稳健。

4.平衡支撑鞋垫
高弹前掌保护趾骨，高围边支撑足
弓，U 型托稳定足跟，分散足压、平衡身

1.所有领取人员必须是 60 岁以上退休人员，仅限本人领取，不能代领，
每人 1 个，夫妻可申领 2 份；
2.所有报名人员请携带身份证和退休证办理；
3.所有领取人员请先到店报名登记姓名、电话等信息，待物资到达后统一时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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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咨询电话：027-85814068 6887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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