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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全力推进生活垃圾管理立法

上海今年开展生活垃圾全程分类
1 月 27 日，上海市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上
海世博中心开幕，“垃圾分类”成
了今年上海两会期间的“热词”，
而本次大会的一项重要议题则
是审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草案）》。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
组书记殷一璀表示， 市委高度重
视这项工作，市政府出台了《上海
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
市人大常委会全力推进《上海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立法工作。

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全程分类

2018 年，上海全市每日生活
垃圾清运量接近 2.6 万吨， 年均
生活垃圾产生量超过 900 万吨，
给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带来很大压力。

1 月 27 日，上海市市长应勇
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今
年上海将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全
程分类，深入推进垃圾收运和再
生资源回收“两网融合”，开工 12
个、 建成 10 个垃圾资源化利用
设施，加快形成全社会参与垃圾
综合治理的良好局面。

生活垃圾“四分法”

上海市生活垃圾实行“四分
类”标准：有害垃圾、可回收物、

湿垃圾、干垃圾。《上海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草案）》 沿用了这一分
类标准。

其中， 有害垃圾是
指废电池、废灯管、废药
品、 废油漆及其容器等
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
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
害的生活废弃物； 可回
收物是指废纸张、 废塑
料、 废玻璃制品、 废金
属、 废织物等适宜回收
和可循环利用的生活废
弃物；湿垃圾，即易腐垃
圾，是指食材废料、剩菜
剩饭、过期食品、瓜皮果
核、花卉绿植、中药药渣
等易腐的生物质生活废
弃物；干垃圾，即其它垃
圾，是指除可回收物、有
害垃圾、 湿垃圾以外的
其它生活废弃物。

未按标准分类
收运单位可拒收

针对部分完成分类的垃圾
混装混运的问题，条例草案对分
类收集、运输和处置做了较为全
面的规范。

一是明确生活垃圾的分类
收运方式。

二是严格规范收运和转运

行为，明确收运单位必须使用专
用车辆和船舶实行密闭运输，不
得混装混运。

三是规定了生活垃圾的主
要处置方式。 考虑到本市 2020
年将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
填埋，因此条例草案未将填埋列
为生活垃圾处置方式。

四是建立“不分类、不收运，
不分类、不处置”的监督机制，保

障全程分类效果的实现。 按照规
定，收集、运输单位发现交付的
生活垃圾不符合分类标准的，应
当要求改正；拒不改正的，收集、
运输单位可以拒绝接收，同时应
当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
街道办事处报告，由乡镇人民政
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协调处理。

针对一些垃圾分类后没有出
路的问题， 条例草案对可回收物

回收体系建设提出了要求： 一是
由绿化市容部门负责回收体系建
设，推进可回收物“点、站、场”建
设， 并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低价值
可回收物回收扶持政策， 培育回
收服务市场。二是鼓励采用“互联
网+回收”、智能回收等方式：鼓励
社会资本参与收运设施建设，充
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据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由于缺乏统一监督管理，
加之有较为多样且大量的垃圾
产出，“脏、乱、差”成为我国一
些农村地区很难抹去的标签。
记者近日在四川、江西、贵州等
地走访时发现， 当前许多乡村
对垃圾进行精细化分类， 并聘
请专人定时定点倾倒和转运，
全村上下齐抓共管， 农村生活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分类

行走在四川眉山市丹棱县
龙鹄村，家家户户房漂亮、院整
洁，村村水清亮、路通畅，村民们
在舒适整洁的环境里喝茶聊天、
走亲戚串人户，好不惬意。

这样一幅美丽的乡村图景，
得益于近年来当地探索的农村
垃圾处理新模式。 据龙鹄村党支
部书记罗朝运介绍，“两次分类”
是其中重要一环。 首先引导农户
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烂水果等
有机垃圾倒入沼气池，建筑垃圾
就近处理， 可回收垃圾自行出
售，不可回收垃圾就近倒入联户
定点倾倒池。

之后， 再将倾倒池中的垃
圾在收集转运途中进行二次分

类，将可回收垃圾变卖，有机垃
圾堆肥还田， 剩余的不可回收
垃圾再运至村收集站。 经测算，
农户初分处理减量约 50%，经
二次分类处理后， 可回收和堆
肥垃圾再减量约 30%，最后，转
运到村收集站的垃圾约 20%，
两次减量约 80%。

而在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
马尾山村，2017 年 5 月建立了垃
圾兑换银行，可回收物全部到兑
换银行积分集中回收。 村民余绪
兰最近用废品换了不锈钢脸盆，
她开心地说：“村里有了垃圾兑
换银行积分以后，垃圾乱扔现象
没有了，大家都知道垃圾放对了
地方能变‘宝’”

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双溪
镇清洁办分管人余昌勇介绍，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为百姓生活带
来了便利。 他们重点抓住可腐垃
圾作为沼气池发酵原料的特点，
给每家每户发放可腐垃圾桶，可
腐垃圾集中进入沼气发酵池后，
产生的沼气做饭、沼液种菜。 既
解决了沼气池原料短缺的问题，
又减少了垃圾总量，还产生了上
等的农家肥沼液，一举三得。

成都市蒲江县近几年也探
索出了“二次四类”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法，目前配备环卫保
洁分拣员 1139 名、 垃圾收集三
轮车 316 辆（主要运输可堆肥垃
圾）， 发放户分类桶 75121 个，开
挖堆肥池 12800 个， 建立再生资
源回收站点 126 个，补齐了垃圾
分类基础设施短板， 垃圾减量
35%以上， 乡镇实现生活垃圾分
类覆盖率 100%，行政村实现覆盖
率 85%。

专人

“类分好了，没有专人处理
的话，囤放的垃圾依然是村里的

‘定时炸弹’。 ”贵州省麻江县县
长夏景卓说， 县里自筹资金 598
万元，聘请 598 名建档立卡贫困
户作为全县农村环境卫生保洁
员，负责各个村寨公共区域卫生
保洁。

在贵州麻江县贤昌乡贤昌
村，记者看到，一条清澈蜿蜒的
小河贯穿村组，风中轻拂的杨柳
倒映水中，空气清新，景色宜人。

贤昌村党支部书记韦晓莉
说：“以前这些树上挂满了塑料
袋、卫生纸、塑料绳……就像挂
彩旗一样，不堪入目，非常影响
村容村貌。 ”

“过去，有村民把生活垃圾
倒在岸边甚至倒在河里。 ”离河
边不远的住户欧菊香说，“现在
有人定时来收，我们也逐渐养成
了好习惯。 ”

据了解，自 2014 年起，贤昌
村开始试行垃圾收集转运。 村里
聘请了一个会开拖拉机的贫困
户作为垃圾收集员，每月定时进
村收垃圾，转运到县城的垃圾转
运站。

而在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
每个镇设有环境治理办，村保洁
人员负责全村公共场所清扫保
洁和转运垃圾，镇环卫人员履行
镇级公共场所保洁和垃圾中转。
全区建成了近 800 人的保洁清
运队伍，实现了定人、定事，不留
盲区和死角的人员全面覆盖。 户
集池每 3-5 天清运清洁一次，组
分类池每 3-5 天分类一次、每月
清运处理一次，中转站每天清运
一次，让每个垃圾池都有人管。

共管

好的模式离不开群众的广
泛参与，在丹棱县，村民实现自
治， 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
据了解，全县农民每月自发缴纳

一元保洁费，共同管理本村垃圾
治理。

无独有偶，四川省雅安市名
山区为建成常态管理机制，采取
了“三方监督”。 农户清运员监督
是否按时清运、是否保证清运质
量；村“两委”成立监督领导小
组，按照“扫干净、码整齐、有归
栏”的要求，督促农户持之以恒，
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清运员监
督农户，如果农户未按规定对垃
圾进行分类，可以拒收。 通过环
环制约，相互监督，确保环境治
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当前我
国许多农村探索垃圾治理经验，
普遍抓住“细致分类、专人负责、
共同管理”几个关键点，让当地
令人头疼的“垃圾难题”基本得
到解决，不仅农村环境质量得到
极大改善， 村民素质也大幅提
高，邻里间生活也更为和谐。

当记者离开龙鹄村的时候，
几个八九岁的孩子正念着村里
墙上治理垃圾的顺口溜：“菜皮
皮， 烂果果， 入池产气把饭煮
……电池药瓶有毒害，千千万万
入黄袋；垃圾分类要做到，资源
利用见成效，大家事情大家做！ ”

（据新华社）

我国多地探索农村垃圾治理经验：
分好类、专人收、大家管

（图片据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