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军 志愿者

于沛欣）在金山区廊下镇漕廊公路
山红河桥向西六七十米处，一大

包蛇皮袋被丢弃在公路旁，鼓鼓
囊囊，包裹一具大型不明动物尸

体。蛇皮袋已被撑破，露出动物背
脊，高度腐烂，现场臭气熏天、爬

满蛆虫。

发现蛇皮袋的市民蒋先生反
映，据附近村民说，这具动物尸体已

遗弃在公路旁一周无人处理，也没

人敢碰。此处位于廊下生态园和市

青少年实践活动金山基地中间，临
近廊下郊野公园，往来车辆较多，但

行人甚少。最近，又是高温，又是暴
雨，动物尸体已高度腐烂难以辨认，

严重影响附近生态环境。
在记者的建议下，蒋先生电话

联系了附近派出所、村委会、农技推

广站、兽医站相关人员到现场查看
处置。最终，该大型动物尸体被消

毒，并被深埋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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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品回收产业能帮助人们致

富，也为循环经济做出了贡献。如
今，废品回收站仍存在于城市的角

角落落，但有的持证经营，有的违规
经营，甚至扰民不断。近日，新民晚

报夏令热线接到市民反映，称宝山
区钢四路上有一处隐蔽的废品回收

站，藏身于一个大型停车场内，足有

2000平方米，臭味弥漫、垃圾成堆，
并对周边造成噪声扰民等多种环境

影响。

神秘停车场
日前，记者驾车从长江西路驶

进钢四路，东侧是后工业生态景观

公园，西侧是上海玻璃博物馆。钢四
路上除了公交车，更多的就是进进

出出的大型卡车，和堆得像小山似
的三轮车———都装载着成堆废品，

沿途扬起阵阵尘土。偶尔还有戴着

安全帽的工人骑着电瓶车，车后满

满当当地挂架着数十个不明废弃气

罐。这些车辆最终都拐入一处铁门
把守的停车场，门口没有招牌，写着

“外来车辆，不得入内”几个大字，显
出几分神秘。

走进大门，记者看到空旷的停
车场上搭建了四个硕大的伸缩仓

库大棚。伸展开后，最大的约五米
高、十多米宽、数十米深，面积足有

数百平方米，像是一个临时机库。

存放其间的是垃圾成堆的回收废
品、几台大型机器设备，还有 6 个

改装了的集装箱房，有门有窗，分
明是有人使用。

臭味扑鼻来
走进废品回收站，烈日下弥漫

开来的臭味扑鼻而来，空旷的场地

上，各个角落堆放着一堆堆废旧的

金属、纸板、泡沫、木材等，尽管没有
标识，但都分门别类。还有大量鼓鼓

囊囊的蛇皮袋堆积如山，正等待分
拣。两名废品分拣人员坐在垃圾堆

里，几乎已被“淹没”。
一辆抓斗车正在为一辆数十吨

的集装箱卡车装载木材和纸板，两

名工人站立在高处，正紧张地装卸，
身后便是 4米高的悬空，未做任何

防护，看得人心惊肉跳。而高高堆放
的废旧木材也无任何消防设施，同

样存在安全隐患。
现场还有震天响的各种噪声不

绝于耳，有木材、纸板堆放到集装箱
卡车上的撞击声，有玻璃摔碎的爆

裂声，有叉车叉放金属废品的碰撞
声，还有泡沫、纸板压缩机等大型设

备作业的作业声，声声入耳，惊颤入
心。无论是周边居民，还是在附近工

作的上班族，都不堪其扰。

违规需整改
未待记者走进探访，已有工作

人员出面阻扰，并称这是一处有正

规执照的废品回收站，而且已经营
多时，不方便外人查看。数千平方米

的作业面积，配备大型专业压缩设
备，为何不正大光明地在门口挂上

招牌？记者通过正规渠道并没有找
到这家废品回收站的任何信息，就

连地图导航软件上也未标识。

随后，记者致电属地相关部门
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告知此处垃圾

回收站为跨区违规经营，已经在调
查处理中。经过环保部门检查，废

品回收站的处理设备确实存在噪
声扰民等情况，现场既没有配备必

要的消防安全设施，也没有制定规

范的作业流程，另已查实废品回收
站内的集装箱已被改造接入了水

电，有日常居住使用的可能，存在
较大安全隐患。目前，该处场地因

存在多次转租，情况较为复杂，相
关部门已约谈废品回收站负责人，

如其不配合整改，将交由执法人员
采取强制措施。

本报记者 王军 志愿者 于沛欣

宝山区这家废品回收站为何藏身大型停车场

玻璃爆裂金属碰撞机器轰鸣 声声刺耳
垃圾成堆尘土飞扬臭味扑鼻 时时扰民

    奉贤区倪先生： 扶兰路18弄

151号，多户房屋交房仅一年就发
生漏水，有明显质量问题。

虹口区曹女士： 密云路611

弄5号101室，存在30平方米违法

建筑。

徐汇区魏先生：龙吴路至龙川

路，多盏路灯不亮，存在安全隐患。

杨浦区葛先生： 飞虹路630

号，建筑工地施工时产生大量水泥

粉尘。

普陀区刘先生：花家浜路422

号，洗车店经常在人行道上洗车，

影响正常通行。

松江区马连军：沪松公路225

弄光星苑，2020年7月交房，多户房
屋最近出现不同程度渗水问题。

青浦区任女士： 夏阳湖旁的
青龙路， 路灯从8月5日13时开始

一直亮着。

浦东新区叶先生： 三民村三
林庙队老叶家宅58号隔壁， 拆除

违法建筑后留下的垃圾， 一直无
人清理。

嘉定区林先生：德园路627弄
1号501室，房屋阳台和卧室漏水。

志愿者 熊伟康 苏孜颖 整理

543公里乡村公路今年将提档升级

公园旁一大型动物尸体无人处理

    本报讯（记者 夏韵 志愿者

朱雅迪）近日，家住金山区夏宁路
九工路附近的居民吴先生向本报

夏令热线反映称，小区周边配套
设施建设滞后，居民们买菜十分

麻烦。吴先生说，周边最近的一个
菜场距离居民小区达 5公里，“年

轻人还可以开车去，腿脚不方便

的老人也没办法走那么远，而且
公交班次还少。”吴先生苦恼道。

吴先生表示，所住的小区之
前入住率不高，周边设施不完善，

平时小区居民买菜都靠摆摊的小

商贩。如果碰上恶劣天气，菜贩不
出摊，买菜非常麻烦。吴先生说，

随着入住率逐渐增加，居民们急
盼建设菜场或者生鲜超市等，解

决买菜难的问题。

近日，记者联系到了负责上

述地区配套项目的金山工业区新
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相关工作

人员回复，新菜场正在建设中，就
位于夏宁路九工路附近，预计

2021年春节前建成。

最近菜场在5公里外
金山区居民叹买菜难

违建铁皮房当员工宿舍
街道拆违办迅速上门责令拆除

    “家门口的路修好了，黄杨树运

出去方便多了！”夏日的崇明区港沿
镇园艺村里，同黄杨树打了40年交

道的65岁老人茅锦昌，每每在自家
黄杨园里修剪枝叶时，就会念叨起

门前的大港公路———通过这条公
路，他的黄杨业务已遍布全国。

茅锦昌念叨着的这条公路，原

来狭窄简陋。列入“四好（建好、管
好、护好、运营好）乡村路”提档升级

后，不但拓宽了路面，还铺了饱满路
肩，设有公路驿站、口袋公园及各种

精心打造的园林小景，路域内宅前

屋后环境整治、配套路灯等设施也
都改造一新。

而以大港公路两侧黄杨产业为
基础，园艺村规划了新的生态空间，

依托黄杨聚集优势和200年黄杨古木
历史文化，村里的精品主题民宿、配

套餐饮、创意商业、手工坊、休闲吧等

应运而生，为当地带来丰厚收入。

“要想富，修好路。”在崇明区，

村村通客车率、物流节点覆盖率已
达100%。道路建设与生态文化建设

紧密结合，打造了一批生态产业集
聚带。

上海的“四好乡村路”，不只崇

明区有，青浦区金泽镇莲湖村的莲
谢路，曾经的碎石路面布满了大小

坑塘，村民出行经常是“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身泥”。近年来不断改建

后，宽阔整洁的路边，树影婆娑，花
草茂盛，还装上了太阳能路灯。莲谢

路改建后，一个个特色产业相继入
驻，一批批观光游客也纷至沓来。

金山区漕泾镇水库村的长堰
路，提档升级后，路面拓宽到7.5米，

桥梁也拓宽改建，沿线同步设置智
慧路灯。道路两侧，一年四次变色的

娜塔栎行道树，让路域环境更美丽。

记者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市
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获悉，上海

在2018年就颁布了“四好乡村路”建
设实施意见，计划在2018至2022年

完成2000公里乡村公路提档升级及
800处安全隐患整治。2019年，共完

成392公里乡村公路提档升级任务，
整治安全隐患89处。2020年，全市计

划再完成543公里乡村公路提档升
级改造和 480处安全隐患整治，目

前已全部启动。本报记者 罗水元

    市民薛先生近日向新民晚报

夏令热线反映，汾西路 815弄康平
小区 26号在花园内搭建了几座铁

皮房，并长期供人居住，存在安全
隐患。薛先生介绍，康平小区 26号

是一家工程公司所在地，主要从事
道路信号灯的维修养护。约十年

前，公司租下这栋两层楼办公。“原

本是托儿所，楼外自带小院子。他

们就在院子里搭了几座铁皮房给

工程队住。环境脏乱差，我担心有
安全问题。”薛先生说。

记者就此联系了彭浦新村街
道，街道拆违办工作人员表示，会

立即前往现场展开调查。公司相关
负责人解释，院内有三座铁皮房，

其中两座用于摆放工具，还有一座

供工人休息。在了解相关规定后，
这名负责人表示将立即整改。

记者日前来到这家工程公司所
在地，看到有吊车正在搬运清理。现

场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在认定属于

违法建筑后，公司从南汇分部调来
了吊车。三座铁皮房已运走一个，其

余两座也正在做撤除准备。
志愿者 赵舒萌 本报记者 杨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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