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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电池咋处理 不少居民犯了难
专家：无汞电池可直接丢进垃圾桶

Rexian Diaocha

热线调查

遥控器、儿童玩具、家用电器都
会用到电池，但如何处理用完的废旧
电池却成了不少市民的头疼事，因为
担心对环境产生危害，不少市民家中
积攒了不少电池。记者在采访专业
人士时被告知，目前市面上销售的无
汞电池可以丢进垃圾桶。

市民
废旧电池 是丢是存
日前，记者在市高新区紫荆花
园小区采访时，一位外地口音的女
士说：“我家有不少用完的电池，基
本上是空调和电视遥控器、小孩玩
具用完的电池，大部分是 7 号电
池，还有 5 号电池和少量 1 号电
池。”不过在谈到如何处理这些废旧
电池时，这位女士说：“真不知道怎
么处理，以前小区有分类的回收垃
圾桶，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撤掉
了，所以用完的电池是个头疼的
事，最后都是丢进垃圾桶吧。”
市民王女士向记者发来几张图
片，是她家里最近积攒的废旧电
池，4 节 1 号电池和 14 节 5 号电池，
“我现在不知道如何处理，随便丢了
怕对环境有污染，但攒了这么多又
找不到回收电池的地方，蛮头疼
的。”记者在市高新区走访了紫荆花
园小区、文化小区、国购名城小
区，除了常规的垃圾桶，并未见到
分类回收的垃圾桶。市民余先生对
记者说：“我记得没有回收电池的地
方吧？我家现在都是买无汞电池。”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部分市民
的做法是将废旧电池与垃圾一起丢
进垃圾桶里，不过这种做法正确吗？

部门
集中处理 危害更大
近日，记者来到市城管局，该局市容环
卫科科长孙大鹏对记者说：“目前城管部门
没有对废旧电池进行专门收集，废旧电池属
于危废品，咱们亳州没有可以处理危废品的
地方。”
记者从谯城区文明办了解到，虽然现在
市区没有收集废旧电池，但农村清洁工程里
已经开始回收废旧电池了，而且制定了废旧
电池的回收价格，收集到的废旧电池要送到
滁州指定的危废处理企业。
随后记者联系了谯城区环卫处负责人王

Wanbao Lüshituan

律师团

晓东，了解到城管部门以前确实回收了一部
分废旧电池，还回收一些废手机。
当天下午，记者又来到市环保局，该局大
气及土壤环境管理科科长赵立介绍说，以前的
电池含汞，汞的危害比较大，现在的电池一般
不含汞了，目前国内能够回收、处置废旧电池
的企业很少，如果回收电池可能会遇到找不
到处理厂的问题，或者送出去处理的成本高。
赵立说，如果大量收集废旧电池，可能会
形成大的污染源。如果丢进垃圾桶可能会被
焚烧或者填埋，危害反而比较小。

专家
无汞电池 扔垃圾桶

居民家中积攒的废旧电池不知该如何处理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环
境科学博士、亳州分析化学专业老师王婕。
她说电池中的汞、锌、锰属于微量元素，只
有当这些微量元素超过一定数量时才会对环
境产生危害，如果量少可以靠自然净化，人
体里也有锌、锰等微量元素。
据王婕老师介绍，现在的电池已经逐渐
淘汰汞电池，不含汞的电池越来越多，市民
应尽量选购无汞电池，对环境产生的危害非
常小，所以日常生活中，市民不要刻意去积
攒废旧电池，像家庭用的锌、锰电池可以丢
进垃圾桶。
同时，王婕老师也提醒说，除了锌、锰

这样的一次性电池，还有铅蓄电池、纽扣电
池，这些电池多是可循环充电的，这样的电
池里含有铅、汞等物质，一定要妥善处置，
希望环保组织和环保部门可以设置一些回收
废旧电池的点，便于市民处置用完的电池。
2003 年，国家环保总局在发布的 《废电
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中提出，在目前条件
下，不鼓励集中回收已经达到低汞和无汞要
求的一次性电池。这主要是基于一次性干电
池的环境毒害性出现了变化，根据相关规
定，从 2006 年起，禁止在国内市场经销汞
含量大于电池重量 0.0001%的碱性锌锰电池。
（记者 李鹏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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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咨询

第一胎需要办理
准生证吗？
网友“我家亳州 5071”咨询：
新婚夫妇生育第一胎需要办理准
生证吗？新生儿出生之前还需要
什么呢？
蒙城县政府回复：新婚夫妇生
育 第 一 胎 不 需 要 办 理 准 生 证 ，在
新生儿出生前需要办理生殖保健
服务登记卡。生殖保健服务登记
卡在所在村（社区）申请或亳州市
网上办事大厅申请即可。

校门口摆摊影响通行
本报微友
“党内人”
咨询：
十六中东门
前经常有商贩在门前路上摆摊设点，影
响师生出入，不利于文明城市建设。
谯城区政府回复：经治理，十六中

东门治理摆摊商贩占道经营现象有所
缓解，现有少数商贩流动性较大，下一
步园区执法分局将加强巡查清理少数
流动商贩。

能否设置保护灰喜鹊措施
网友“郑南关”咨询：近期在宋
汤河景观带林区发现又有灰喜鹊了，
可见亳州生态环境好了。建议林业部
门采取措施，保护好灰喜鹊。
市林业局回复：近年来，全市林
业主管部门加大野生动物保护宣传，
排查防鸟网，清除违法网具，积极做
好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开展了

微爆料

微建言

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违法犯罪专项
行动，有力地震慑了破坏鸟类等野生
动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大力开展植树
造林，为鸟类等野生动物提供更加适
宜的栖息地；林业病虫害防治中也一
直采用无公害生物农药，确保鸟类等
野生动物的安全。
（记者 李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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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借条应注意什么？
市民何先生说 ，现在“ 老赖 ”越来越
多，但很多人写借条都非常简单，后期诉
讼时会遇到很多不便，他最近要借给朋
友一笔钱，咨询本报律师团，借条上应该
具体写明什么内容？
郭小灵（北京京师（亳州）律师事务
所 律师）：第一是借款用途。此举系防止
借款人用其他事由抗辩，特别是涉及夫
妻共同债务方面，当借款数额较大时，借
条上注明借款用途也能够用于证明“该
债 务 用 于 夫 妻 共 同 生 活 、共 同 生 产 经
营”，当然，还需要其他证据加以证明。
第二是交付方式。列明是现金交付或
者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交付，必要时可
以在借条中注明借款人的银行账号。
第三是借款金额。中文大写金额数字
到“元”为止的，在“元”之后应写“整”或
“正”，
“ 角”
“ 分”之后不写“整”或“正”，将
“元”写成“圆”也是可以的。此外，如果借
条上的借款金额出现大小写不一致的，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一般以
大写金额认定，除非有证据证明所借钱
款是小写金额。
第四是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对借贷利率划定了“两线三区”，
“两线
三区”的第一根线就是年利率未超 24%的
（月利率未超过2%的），
属于司法保护区，
即
年利率未超 24%的，均于支持；第二条线是
年利率 36%以上的（月利率未超过 3%的）超
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
属于无效区，
即使
支付相关利息，超出 36%的部分也是无效
的；年利率 24%-36%（月利率 2%-3%）之间
是自然债务区，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
过年利率 24%的利息的，法院不予支持；借
款人已经支付的，
法院也不会追回。
第五是借款期限。注明了还款期限的
借条，诉讼时效是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 3
年，而没有注明还款期限的借条，诉讼时
效为 20 年。
另外还可以写上实现债权的费用，即
“如借款人违约，出借人采取维权措施所
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费、诉讼
费、律师费等，借款人承担。”这句话看起
来比上面的主要条款还长，但非常有必
要加。有了这一句话，打起官司，实现债
权，省钱！
在借条中约定送达地址，这样可以避
免法院在向被告（通常是借款人、保证人
等）邮寄送达相关法律文书时，出现邮寄
送达因“原址查无此人”
“ 迁移新址不明”
“原写地址不详”等情况被退回。因为如
果无法送达给被告的话，法院经常采用
公告方式进行送达，而公告送达能把诉
讼周期拉得很长。
借条上出借人签不签字不重要，但借
款人必须签名捺印。借款签名须在“借款
人：”后写全名，并与身份证所载姓名一
致，且需附身份证号，并让借款人在名字
上捺手印。建议最好让借款人将签名捺印
的身份证复印件作为借条的附件，或将身
份证复印到借条背面或其他空白位置。
（记者 曾莹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