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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垃圾分类 推动绿色发展
———写在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

在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到
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 推行垃圾分类，
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
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

总书记号召全社会人人动
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
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
发展作贡献。

垃圾虽小，却牵着民生，连着
文明。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
引下， 一场化垃圾分类为全民行
动，建设美丽乡村、美丽中国的生
动实践正在各地如火如荼开展。

向垃圾说“不”

六角塘村在浙江省金华市。
几年前，村民们下决心从垃圾入
手整治全村环境。 每家每户的门
口都放着两个统一制式的垃圾
桶———绿色的垃圾桶上写着“可
腐烂垃圾”， 蓝色的垃圾桶上写
着“不可腐烂垃圾”。

一些人家的外墙上挂着小
牌子，“美丽家庭示范户”“美丽
庭院户”“垃圾分类能手”等荣誉
徽章展示在上面。 谁家垃圾分类
做得好， 谁家垃圾分类做得差，
一目了然。

不少村民说，以前村里垃圾
遍地，蚊蝇多，夏天都不敢开窗，
推行垃圾分类后， 垃圾不落地，
村里干净了不少，很多城里人也
来村里玩。

从抓垃圾分类开始，村民全
面整治村容村貌。 如今的六角塘
村美起来了。 村里还建成全国第
一个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艺术
展馆，吸引了各地的参观者。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
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
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
个重要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将
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看得很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不论是重
要会议还是国内考察， 习近平总
书记经常问起垃圾分类进展情
况，点赞一些地方垃圾分类做法，
要求扎扎实实推进这项工作。

2016 年 12 月 21 日，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召开。
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
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

运输、 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
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
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
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
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
系 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
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
化处理。 ”总书记强调说。

今年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
冒着严寒，走进北京市东城区草
厂四条胡同。

“小时候，我住在胡同里，都
是晚上倒垃圾。 现在，条件好了，
环境美了，一定要搞好垃圾分类
和回收处理。 这对我们物业管理
的要求又高了， 管理难度也大
了。 要加强管理，不断增加这方
面的投入。 ”总书记对社区工作
人员和群众说。

习近平总书记还对群众说：
“从每家每户开始就要培养垃圾
分类的意识，养成这个习惯。 ”

垃圾“小事”，为何牵动着习
近平总书记的心？

随着城市加速扩张，群众生
活水平提高，垃圾产生量也在持
续增长。 目前，全国城市生活垃
圾产生量一年已经超过 2 亿吨。

2018 年 5 月 18 日， 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
压力叠加、 负重前行的关键期，
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
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
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
问题的窗口期。

2017 年，《生活垃圾分类制
度实施方案》印发实施，提出到
2020 年底前， 我国将在 46 个城
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届时我国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达到 35%以上。

垃圾分类，中国这道关系群
众生活环境、社会绿色发展的必
答题，拥有了破题的坚实基础。

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

“绿色账户”是上海市在垃
圾分类激励机制上的创新，向参
与垃圾干湿分类的家庭发放。 居
民只要每天早晚定时定点正确

分类投放垃圾就可以获得积分。
积分可兑换物品或购物优惠券
等。 如今，上海的“绿色账户”已
经发卡 500 多万张。

能烂在地里的就是湿垃圾，
不会烂的就是干垃圾———简明
两句话， 居民们记得滚瓜烂熟。
有居民说：“垃圾没分类都觉得
不习惯了。 ”

2018年 11月，在上海考察的
习近平总书记听了几位年轻党员
交流社区垃圾分类推广的做法后
表示，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

居民垃圾分类投放仅仅是第
一步。投放、收集、运输、处置等多
个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为严防“源头分类、中端混
运、后端混合”问题出现，江苏省
苏州市加强监督考核，通过第三
方单独收运可回收物及有害垃
圾等措施，加强对既有分类小区
的长效管理，重点加强对混收混
运的监督管理。

这个市还在“苏州垃圾分
类”微信平台开设了混收混运举
报通道。 市民如果发现混合收运
行为，就可以直接在平台上进行
检举监督。 对于发现混收混运的
居民小区，当地将取消垃圾分类
小区称号，进行通报批评，并给
予举报市民 200 元的现金奖励。

上海、厦门、西宁、广州等近 30
个城市出台了垃圾分类相关法规
条例或管理办法，对垃圾分类链条
上各相关方责任进行了明确。

培养垃圾分类意识是推进
这件民生“小事”的基础。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开展广泛的教育
引导工作，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
到实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

在湖南长沙县湘瑞社区，就
有这样一支开展垃圾分类的社
区“宣传员”“指导员”队伍。

“自从社区开始实行垃圾分
类以来，小区经常组织好多有趣
的活动，居民们学到了不少垃圾
分类的知识，效果特别好。 ”小区
的环保志愿者梁细保说。 经过大
力宣传，社区的厨余湿垃圾从之
前完全混合在其他垃圾中，变为
每天能分出一车湿垃圾。

“没有分类以前，我们每天
要拉 18 车垃圾， 现在每天只有

12 车了。 ”负责收运小区垃圾的
工作人员说， 减少的 6 车垃圾，
主要是可回收垃圾和干电池类，
进了社区设立的小蓝屋，实现了
资源回收再利用。

万事贵有恒

日前，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
（2019 年）》显示，超过九成的受
访公众都认识到垃圾分类对于
保护我国生态环境是非常重要
的，但只有约三成公众认为自己
在垃圾分类方面做得不错。

为什么不“知行合一”？ 中国
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
云介绍，很多居民“不知道怎么
分类”“太麻烦不愿意分”， 有的
认为“前端分类、后端混装混运
没意义”，使公众对垃圾分类“认
知度很高，行动力很差”。

其实早在 2000 年前后，北
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
等地就开始建设“城市垃圾分
类”试点，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
有明显成效。

如何让公众了解分类、愿意
分类、方便分类？ 浙江省金华市
的农村垃圾分类经验提供了一
个成功样本。

这个市在农村推行垃圾“二
次四分法”———第一次村民只需
要将垃圾分成“会烂” 和“不会
烂”；第二次则由村里的保洁员再
将“不会烂”的垃圾再分为“好卖”

“不好卖”。 保洁员把会烂的垃圾
送去阳光堆肥房发酵产生有机
肥，“好卖”的进行资源回收处理，

“不好卖”的进入垃圾填埋场。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涉及人

们行为习惯的改变，考验城乡精
细化管理水平，需要一个长期的
过程。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说，“发达国家生活垃圾
分类治理都经历了几十年，甚至
更长时间的努力。 我们对解决垃
圾分类问题一定要有耐心，逐步
引导推动。 ”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为破
解 垃 圾 分 类 难 题 指 明 了 方
向———

“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要
加强科学管理、 形成长效机制、

推动习惯养成”。
“要加强引导、因地制宜、持

续推进，把工作做细做实，持之
以恒抓下去”。

“通过有效的督促引导，让
更多人行动起来，培养垃圾分类
的好习惯， 全社会人人动手，一
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
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
贡献”。

好习惯，是可以培养和塑造
的。 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今天，垃圾分类应成为人人皆可
为的“举手之劳”。 一系列举措正
在培养人们的垃圾分类习惯。

从下个月起正式施行的《上
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规定，
单位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至
相应收集容器的行为，可处以五
千至五万元的罚款；个人将有害
垃圾与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
圾混合投放，或者将湿垃圾与可
回收物、 干垃圾混合投放的，可
处以五十至二百元的罚款。

前几天北京市也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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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会
同有关部门印发通知，要求从今
年起垃圾分类工作从前期的 46
个重点城市扩展到全国地级及
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

“中国积极有效地推进绿色
发展理念，付出巨大努力来改善
环境、保护自然，这对全世界具
有示范作用。 ”国际展览局秘书
长洛塞泰斯为中国生态保护的
努力点赞。

现在，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
入中国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建设
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心
向往之的奋斗目标。 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进入了快车道， 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将不断展现在世
人面前。

从我做起， 全社会行动起
来，从垃圾分类、厕所革命这样
的身边小事做起，为了一个更加
绿色、 更加健康的美丽中国，同
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
之路！ （据新华网）

一名上海市民将纸板箱投入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网络配图）
� � 浙江金华金东区江东镇六角塘村的农村垃圾分类艺术馆是我国首个以垃圾分
类为主题的艺术展馆（网络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