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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起，落叶飘。近日，北京西
山永定河文化带上的15家公园、风
景区承诺缓扫落叶，留住一条条“彩
叶观景带”供市民欣赏。这是一个
美丽的消息，折射出城市管理审美
观的进步。

每到秋天，缤纷的落叶总会惹
人遐想，尤其是金黄的银杏叶、火红
的枫叶落在地面犹如一只只色彩斑
斓的小纸船，扮靓了城市，增加了秋
天的韵味。但飘下来的落叶很快就
被勤快的环卫工人扫走，欣赏落叶
满地的风景与清洁路面的目标似乎
相互矛盾。

落叶究竟是垃圾还是风景？
过去，城市管理者和市民大都是把
落叶当垃圾。的确，落叶纷飞的季
节如果不及时清扫，城市交通干道
积攒的落叶会影响交通。尤其是以
阔叶树木为主的北方城市，刮大风
时还会有扫叶赶不上落叶的情况，
环卫工人不得不反复清扫路面，十
分辛苦。但随着人们审美观的变

化，落叶不再是无用的垃圾，而是具
有了审美价值，“缓扫落叶、留住秋
天”逐渐成为管理者和市民的共识。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这
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画面。非主干道
留些落叶作为景观可以增加城市的
秋天色彩，满足市民欣赏美景的需
要。与人造景观相比，天然景观是
大自然的馈赠，更加难得。而且，落
叶不仅为大地铺上五彩斑斓的地
毯，其营养元素还可以补充返还土
壤，具有生态涵养的功能。

幸福生活包括对美的追求。不
再用“一刀切”的思维管理城市卫生
可能会给管理者增加一些麻烦，但
在不妨碍交通的前提下，缓扫落叶
或特意留下一些落叶却能给市民带
来诗意浪漫的生活体验，从而从细
微处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尊重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
谐相处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涵。我
们乐见缓扫落叶的消息，能够“诗意
地栖居在大地上”，是多么美好！

落叶铺地

垃圾还是风景？
□ 李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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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六盘水

城市管线搬进“公寓”
本报记者 翟天雪 通讯员 史文哲摄影报道

“马路拉链”“空中蜘蛛网”……
一些城市在不断进行的管线建设及
维护过程中，制造了新的“城市
病”。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和贵
州六盘水市政府尝试“让城市管线
搬进‘公寓’”，解决这一难题。

日前，“六盘水市地下综合管廊
项目”建成并投入运营，增强了城市
综合承载能力，切实提高了民众生
活幸福指数。

中建二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公

司负责人介绍，地下综合管廊在规
划建设时，预留了管线发展空间，避
免因增设、维修各类管线而导致道
路二次开挖。与此同时，该市减少
道路两侧杆柱及外挂管线，不仅提
升了道路沿线景观，还改善了城市
景观和市民的生活环境。

目前，六盘水市地下综合管廊
建设工程共完成约39.8公里，总投
资约42.96亿元，预计在2030年完
成117公里管廊建设。

贵州六
盘水市地下
综合管廊。

中建二
局工人在地
下综合管廊
内检查。

六盘水
管廊项目智
能检测管理
平台。

11月1日，全国严格控烟城市将
再添一个。将于11月1日起施行的

《西安市控制吸烟管理办法》明确，室
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及相关公
共场所的室外区域将全面禁止吸
烟。而就在1个多月前的9月30日，
最新修订后的《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
吸烟条例》经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审
查批准，将于明年起施行。

今年以来，多地陆续修订或出台
控烟政策，城市控烟立法步伐明显加
快。同时，各地大力开展戒烟服务，
推动无烟环境建设，控烟再度升级。
城市控烟“有法可依”不断加速，然而
在执行端，尽管控烟执法力度在进一
步加强，但仍存监管空白，控烟维权
屡亮红灯。

无烟城市不断增多

深圳男子茶餐厅劝阻吸烟反遭
殴打，郑州医生电梯内劝阻老人吸烟
被诉，大学生诉铁路局二手烟……随
着公众对“二手烟”危害认识提高、健
康需求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向二
手烟说“不”，同时也面临维权难题，
最后不得不通过司法途径讨公道、要
说法。

据统计，截至目前，至少已有
20个城市相继出台了公共场所禁止
吸烟的地方性法规。其中北京、深
圳、青岛等城市规定了室内公共场
所、室内工作场所及公共交通工具
全面禁烟。《张家口市控制吸烟条例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拟
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及部分室外区
域禁烟。

即将实施的《西安市控制吸烟管
理办法》明确，对在禁止吸烟区域内
的吸烟者进行劝阻，对不听劝阻的，
要求其离开该场所。对不听劝阻且
不离开该场所的，应当固定相关证据
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举报；对不听
劝阻并扰乱公共秩序的，向公安机关
报案。

杭州是国内较早开展公共场所
控制吸烟立法的城市之一。此次新
版杭州“控烟令”将适用范围从“市区
和各县（市）政府所在地城镇范围内
的公共场所”扩大至“杭州市行政区
域的公共场所”。同时，严格了控制
吸烟场所范围，规定部分限制吸烟场
所在过渡期限届满后也要实现禁止
吸烟。

立法渐趋严格的同时，控烟执法

也在升温。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
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于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实施 40 个
月以来，北京市共责令整改单位
19960 家，行政处罚（罚款）1917 家
单位，罚款543.79万元；处罚违法吸
烟个人 8883 人，罚款 46.525 万元。
仅2018年1月至9月，全市处罚违法
单位 547 家，罚款 168.32 万元。处
罚违法吸烟个人2723人，罚款14.36
万元。

在各城市控烟立法升级与执法
升温的同时，也应看到，国家层面控
烟立法的脚步稍显缓慢。《公共场所
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2014 年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至今日，该条
例仍迟迟未能出台。

“立法在进步，例如无烟立法城
市在增加，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
所全部禁止吸烟，但是与全社会对
雾霾的重视程度相比，依然有待加
强，全国性的无烟立法更是迫在眉
睫。”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公益法律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李恩
泽表示，有的地方性法规也存在着
不足，比如西安市规定对在禁止吸
烟的场所吸烟的个人处罚10元，罚
金过低；杭州市历经博弈最终立法
还是为有些场所的控烟保留了过渡
期，等等。

目前，消费税法已纳入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立法规划。有关
专家建议，借助消费税法立法契机，
在法律中明确将烟草税纳入指数化
管理，使消费者对卷烟的支付能力持
平或者下降，以达到降低吸烟率的
目的。

控烟还需加把劲

享受无烟环境已经是人们的普
遍愿望，这些已经开始严格控烟的城
市“熄火”了吗？

据统计，随着控烟执法力度持续
加强，无烟环境继续改善，城市控烟
实效增强。如北京各类场所总合格
率为95%（此水平维持了一年多），比
条例实施之初的77%有了显著提升，
违法吸烟行为将纳入信用档案联合
惩戒。杭州市卫计委给出的一份调
查结果则显示，2016年，杭州市居民
吸烟率为 20.5%，相较 2008 年下降
了近7个百分点。

但记者在调查走访中也发现，一
些城市禁止吸烟的场所，仍然存在吸

烟难控难禁的现象，餐馆包间、酒店
客房、车站等成为盲点和难点。部分
烟民的法律意识欠缺，对控烟执法不
理解、不支持。一些公共场所尤其是
经营性场所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缺乏
动力落实控烟主体责任，对于违法吸
烟睁只眼闭只眼，往往只是将禁烟标
志一贴了之。

在杭州瑞立江河汇酒店，服务员
告诉记者，酒店内场所和房间实施全
面禁烟，当向其索要火柴等点烟工具
时，却并未受到劝阻。北京、深圳等
地在入住酒店、宾馆办理手续时，有
的会通过书面告知、签字确认的方式
使入住客人了解控烟法规及违法成
本，有的则没有具体的监管举措。

李恩泽指出，目前有的“无烟
城市”缺少专项控烟执法经费或人
员不足，单位或场所不配合、落实
控烟措施劝阻不到位，多部门执法
职责不清、缺少牵头协调部门，吸
烟区和禁烟区混交、不合理，社会
动员和公众参与不充分等控烟执法
困难亟待解决。今年 6 月，由北京
市义派律师事务所控烟公益法律中
心发布的 《全国 18 个“无烟城市”
控烟工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报告》
显示，12个“无烟城市”有专项控
烟经费，有的城市经费则明显过
低。17个“无烟城市”公开了控烟
执法数据，总体数值大幅度提升，
但城市之间差异较大。

此外，随着吸烟限制越来越多，
很多“烟民”开始用电子烟替代普通
香烟。近日，香港宣布全面禁止电子
烟的进口和销售。深圳将拟定禁止
电子烟的相关条款控烟条例，北京市
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表示，未来将
加强电子烟危害及管理模式的研究，
探索公共场所禁止使用电子烟的可
行性，为电子烟的管理提供相关依
据，填补监管空白。

控烟的难度不小，不过也有令人
“眼前一亮”的消息。在近日举行的
2018企业社会责任荣誉盛典上亮相
的“百度AI控烟”就是其一。百度工
程师基于百度Paddle开源平台的学
习能力，实现了对吸烟动作的识别。
如果在医院、学校、车站等禁烟场所
安装可识别吸烟动作的监控设备，就
可对禁烟场所进行 24 小时控烟监
管。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不良违法行
为或将被实时监控，并记录在案。这
只是第一步，未来，人工智能或将在
控烟管理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例如

公共场所设置机器人巡逻以便及时
发现并进行劝阻或处理。

强化戒烟服务

说到无烟城市，无烟立法、控烟
执法等经常被提及，其实还有一项内
容不可或缺，更是治本之策，需要更
多的城市想办法，那就是戒烟服务。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
“到 2030 年，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
降低到 20%”。这一控烟目标的实
现，不仅需要推进公共场所禁烟工
作，逐步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
烟，同时还要强化戒烟服务，进一步
提高公众对烟草危害相关的健康
素养。

科学证实，吸烟和二手烟是引发
心脑血管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癌症、脑卒中、急性心肌梗死和肺癌
年轻化的主因。中国控烟协会会长
胡大一表示，让吸烟者戒烟和公共场
所禁止吸烟是减少和预防上述疾病
最重要的手段。

近年来，各地推广医疗机构戒烟
服务，规范戒烟门诊，广泛开展简短
戒烟干预服务，推行首诊询问吸烟史
制度。同时鼓励医疗机构开展戒烟

“医者先行”倡导活动，充分发挥医生
带头戒烟表率作用，宣传12320卫生
热线戒烟服务和 4008085531 专业
戒烟热线。

10月15日，北京市爱卫会启动
“健康北京——你戒烟我支持”北京
市民科学戒烟项目，为报名者提供免
费戒烟服务，其中包括免费的戒烟门
诊服务和戒烟热线服务。这些戒烟
服务内容和形式都是目前国际公认
的有效戒烟方法。免费的戒烟门诊
服务由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医院、复
兴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4家医疗
机构的戒烟门诊提供。

据了解，2017年，北京市医疗卫
生机构共提供简短戒烟干预服务
742万人次；61家医院开设了戒烟门
诊，其中有 10 家达到规范化戒烟门
诊标准，提供首诊5340人，药物服务
2092人次。

专家表示，依靠个人毅力戒烟的
难度很大，复吸率也很高。通常情况
下，吸烟者往往在多次尝试戒烟后才
能成功戒烟。而使用科学方法戒烟，
通过药物替代治疗、心理辅导和行为
干预3个步骤，能将成功率提高4倍
左右。

11月1日起，西安开始全面控烟，严格控烟城市再度壮大

城市控烟，立法只是第一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随着西安开始施行

全面控烟，今年以来，多

地陆续修订或出台控烟

政策，城市控烟立法步

伐明显加快。但只有政

策还无法让城市“烟火”

完全熄灭，控烟执法监

管空白如何弥补，城市

戒烟服务能否跟上，还

有很多困难要一一攻克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 商瑞从
天津市水务局获悉：天津市再生水利
用规划日前获批实施，将对具备条件
的城镇污水处理厂进行统一规划，以
提升再生水处理能力。预计到2020
年，天津市再生水年利用量达到5.61
亿立方米，较2017年增长58.5%。

天津是资源型缺水城市，属重度
缺水地区。引江通水前，城市生产生
活主要靠引滦调水解决，农业和生态
环境用水基本“靠天吃饭”，地表水利

用率接近70%，远远超出水资源承载
能力，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着眼未来，为了打破水资源瓶
颈，天津市将提高再生水利用能力作
为重要途径之一。截至目前，天津已
完成环外各区 105 座城镇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到
地表水Ⅳ类水平，预计到 2019 年将
全面完成中心城区 5 大污水处理厂
提标改造，污水处理厂均达到新地标
排放标准，进一步提高全市再生水可

利用量。
在此基础上，天津市水务部门

立足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
需求，编制完成再生水利用规划。
计划从今年起至 2020 年在天津全
市范围内新建和扩建再生水厂 28
座，新建再生水供水管网 205.4 公
里，建设再生水利用节点工程 12
处，新增再生水产能 49.09 万立方
米/日，提高天津市再生水利用水
平。同时，天津市还将利用 10 年

（2021 年至 2030 年） 时间，新建
和扩建再生水厂 58 座，新增再生
水处理能力 149.11 万立方米/日，
确保再生水利用能力与水资源状况
相适应。

此外，规划还进一步明确天津市
再生水利用方向，计划将再生水优先
安排供给用水稳定、经济效益显著的
工业回用，其次供给市政杂用、景观
水面补水和居民生活杂用，剩余水量
供给河道生态和农业灌溉。

天津3年内将新建扩建再生水厂28座

居民生活可用的再生水越来越多了

江苏省扬州市控烟志愿者在街头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劝市民戒烟。 孟德龙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