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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超七成网友表示
支持上海垃圾分类强制“撤桶”

截至 6月 10日 9时

河源逾 400 辆爱心车
免费接送考生

据《南方日报》消息，5 月 31 日，河源市 2019
年“高考爱心直通车”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高
考期间， 河源投入超过 400 辆爱心出租车和私家
车，为全市范围内有需要的高考考生提供免费接
送服务。

点评 ：贴有 “高考爱心直通车 ”标识的送考车
辆 ，成为了高考期间最动人的城市风景 。

上海“爱心妈咪小屋”
超 3000 家

据新华社消息，在上海，为妈妈们提供安全干净
母婴场所的“爱心妈咪小屋”现在已经超过 3400 家。
小屋正在从最初的体制内逐步延伸到体制外， 在园
区、开发区、楼宇、商场、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场所的
“存在感”越来越强。

点评：左手是职场、右手是家庭，为职场妈妈解决
后顾之忧，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德国在 2038 年前
逐步淘汰燃煤发电

据新华社消息，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 5 月举行的
“彼得斯堡气候对话”会议上表示，德国将在 2038 年
前逐步淘汰燃煤发电， 并在 2050 年实现温室气体净
零排放，通过植树造林、碳捕捉等方式抵消碳排放。

点评：6 月 5 日是第 46 个联合国世界环境日，今
年的主题聚焦空气污染问题。 为了“同一片蓝天”，世
界各国需要一齐努力。

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地
达 271 处

据国家林草局网站消息，截至 2018 年底，我国共
建立各级各类海洋自然保护地 271 处， 涉及辽宁、河
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
海南 11 个沿海省（区、市），总面积达 12.4 万平方公
里，其中国家级 106 处。

点评：海洋自然保护地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生
物多样性、推动陆海统筹、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9年 6月 5日 河南龙凤山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5000万元 生命科学学院建设发展 湖北大学

2019年 6月 6日 金蝶集团徐少春 4500万元 兴建综合楼 东南大学

2019年 6月 7日 曲锾 200万元 助推家乡教育事业发展 菏泽市第二实验小学

(2019 年 6 月 3 日至 2019 年 6 月 9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王心怡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今年来自山西、安徽、山
东、河南、广东、西藏等六个省、自治区共有 10 名全盲
考生使用盲文试卷参加考试。 这也是我国从 2014 年
高考使用盲文试卷以来， 连续 6 年在普通高考中，为
盲人考生提供使用盲文试卷参加高考。 2014 年，在教
育部、中国残联的高度重视下，我国第一份普通高校
招生考试盲文试卷诞生。 2015 年，我国盲人首次大范
围参加普通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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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书 ： 支持
这 样 “撤 桶 ″ ，万 事
开头难 。 任何事情
都 有 一 个 适 应 过
程 ， 市民们习惯就
好了 ！

桑上 ： 连垃圾
入桶有些人都做不
到这撤桶会不会使
环境更加恶劣呢 ？

千里马 ： 没有
对乱扔垃圾惩戒措
施配套的话 ， 乱扔
的可能性很大 。

1、你身边有出现小区强制“撤桶”的情况吗？
A、是，小区已经进行撤桶行动了；50%
B、否，听说过，但我住的小区并没有；37%
C、否，没听说过，我住的小区也没有。 13%

2、上海垃圾分类强制“撤桶”，你怎么看？
A、支持。 没有强制，是无法让公众形成垃圾要
分类的意识的。 75%
B、不支持，撤桶、限制时间扔垃圾只会增加无
主垃圾的产生。 23%
C、其他。 2%

3、你认为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垃圾分类？
A、公民应提升意识，学习垃圾分类，养成分类
丢垃圾的习惯。 50%
B、立法惩戒，并纳入公民道德考核体系。 36%
C、 公益组织应征集意见， 协助出台更具实操
性、人性化的相关政策。 14%

前不久，上海市部分小区启
动定时定点投放，原本设在每个
楼面的垃圾桶不见了踪影。 小区
物业设置了垃圾定时投放点，仅
在每天上午 7 点到 9 点和傍晚 5
点到 7 点允许投放垃圾。

据了解，为改善乱扔垃圾现
状，实现垃圾分类，上海市将在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上海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 目前上海市
已经有不少小区选择在小区内
撤桶，进行定时定点投放垃圾。

上海市绿容局发布了一份
导则，对垃圾分类投放的定时定
点的实施步骤提出了指导意见。
其中建议，一般住宅小区可按照
每 300 至 500 户居民设置一个
定时定点投放点原则，根据小区
空间条件、志愿者人数等因素合
理确定投放点数量。 同时，定点
投放点开放时间，也可以根据居
民投放垃圾的高峰时间段，来适
当调整及增减。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环卫管理处处长徐志平说：“不
能简单地看作是撤销原来的楼
层设桶， 或者分散投放点的撤
销，简单地把它作为一个物理性
的归并，而应该把定时定点和广
泛的宣传动员，和居民物业包括
居委进行广泛的沟通。 大家深入
地探讨结合我们小区居民的实
际情况来制定出最合理的定时
定点的投放方案。 ”

“如果能够做到可追溯，可

监管， 在一定条件下不撤桶能
够推进垃圾分类的实效， 我们
认为这也是可行的， 关键是分
类实效能不能体现出来。 也就
是说，撤桶这些措施是手段，目
的是提升垃圾分类的实效 ，因
为我们说垃圾分类是一场革
命，推进这项工作不能一刀切，
既要坚定不移， 又要做到因地
制宜。 ”徐志平表示。

近年来， 垃圾分类已不是
新鲜词汇， 我国已在推行垃圾
分类制度， 全国垃圾分类工作
由点到面、逐步启动。 不止是上
海， 其他城市也在有条不紊地
开展工作。

北京提出将推动学校、医院
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
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开
展垃圾强制分类，并逐步实现全
覆盖。

长春市扩大垃圾分类试点，
在更多公共机构、企业、居民小
区设置分类垃圾箱，还将生活垃
圾分类知识纳入中小学教育体
系，目前正在编制教材。

山东青岛市智慧垃圾分类
体验馆在即墨区投入使用，吸引
众多市民和学生参观体验。 体验
馆分为互动体验、操作实践等四
个区域，通过图片、文字、电子影
像等形式，让参观者体验垃圾分
类工作给城市环境带来的变化，
培养人们保护环境、珍爱家园的
生态意识。

与其他形式相比，上海市的
“撤桶”行动备受争议，有网友认
为对于早出晚归的上班族而言，
限制了时间让他们根本不可能
正常扔垃圾，会给居民带来很多
不便；而有些网友认为实行撤桶
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垃圾分类，营
造干净的小区环境， 应该支持。
就此话题，《公益时报》联合问卷
网和凤凰公益推出本期“益调
查”———上海垃圾分类强制“撤
桶”，你怎么看？

调查自 2019 年 6 月 7 日至
6 月 10 日， 共 1003 名网友参
与。 调查结果显示，约有 50%的
网友表示小区已经在进行撤桶
行动；37%的网友表示听说过别
的小区在实行， 但自己住的小
区并没有。

对于上海垃圾分类强制“撤
桶”这一方式，75%的网友表示支
持， 他们认为没有强制的制度，
是无法让公众形成垃圾要分类
的意识的 ；23%的网友不支持 ，
认为用撤桶、限制时间扔垃圾的
方式， 只会增加无主垃圾的产
生，最后的结果就是遍地垃圾。

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垃圾
分类？ 50%的网友认为要靠公民
提升分类丢垃圾的意识，学习垃
圾分类， 养成分类丢垃圾的习
惯；36%的网友认为要靠政府立
法， 来制约乱扔垃圾的现象，并
把垃圾分类纳入公民道德考核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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