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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为何成为这里的“新时尚”？

垃圾分类已成上海市民
“新时尚”

记者在上海多个小区走访
发现，大多数居民区的垃圾分类
投放工作井然有序，垃圾分类新
时尚蔚然成风。

“对国家社会有益的事情，
我们就要去做。 ”在长宁区北新
泾街道新泾八村做了 1 个月志
愿者的陈阿姨已年逾古稀，“通
过做志愿者， 我认识了小区里
的好多朋友。 原来邻里之间互
不往来，现在都很熟络了。 不少
年轻人看到我这么大年纪还在
帮他们分垃圾， 就不好意思不
分了。 ”

4 个月以来，记者采访的多
数居民均表示， 虽然“定时定
点” 分类投放垃圾让他们在一
定程度上失去了“扔垃圾自
由”，但这关系到生活环境的改
善和资源的节约， 是造福子孙
后代的“大好事”，因此理应克
服困难， 改变固有的垃圾投放
习惯。 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国际
公寓业委会主任薛勇强说，“垃
圾分类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让居
民感到不方便， 但这其实是因
为以前扔垃圾太随便， 现在大
家都意识到要建设环境友好型

社会， 扔垃圾就不应该是一件
轻松的事。 ”

“新时尚”为何能获得广泛
认同？

“为培养居民垃圾分类的文明
习惯，居委会陆续走入 371户宇泰
景苑小区居民的家门，送上‘三件
套’入户包———一本垃圾分类指导
手册、一个冰箱贴和一只挂壁式垃
圾袋支架。 手册由志愿者手绘，冰
箱贴上印着自编的分类口诀和分
类搜索二维码。垃圾袋支架是专门
定制的， 可在橱柜门上夹个塑料
袋，湿垃圾就能很方便地‘撸’进袋
子里。 ”虹叶居委会党总支书记王
静华说，居委会和志愿者们还在小
区进行了一系列宣讲活动， 横幅、
海报、撤桶通知牌、分类指示牌等
悉数“上岗”……

“投放点开放期间，有志愿
者、保洁工守着；但延时投放点
没有志愿者指导， 分类的效果
相对没有那么好， 有时会出现
垃圾错分、 厨余垃圾没除袋等
现象。 ”薛勇强表示，“目前，24
小时投放点仍需要物业、保安、
保洁加强巡查， 发现堆放的垃
圾即时处理， 也鼓励居民相互
进行文明监督。 ”

此外，有的小区还通过先进

表彰、社区红黑榜等方式，增强
居民垃圾分类积极性，让人人崇
尚垃圾分类“新时尚”。“公布红
黑榜，是为了督促那些垃圾分类
做得还不好的楼层居民向做得
好的居民看齐。 原先一些觉得分
不分类无所谓的居民坐不住了，
觉得自己楼层被贴了‘哭脸’很
丢脸。 ”瑞虹第一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华磊说。

在“精细化”“科学化”的推
进下， 少数社区居民从不理解、
不配合到认识到垃圾分类的必
要性和迫切性，提高了自身的环
保意识，让垃圾分类“新时尚”在
上海落地开花。

让“垃圾分类”知识像科学
一样普及

为普及垃圾分类文化，上海
还构建了以生活垃圾分类为主

题，专门进行展示、研讨、交流的
居民场所。

日前，上海市首家“生活垃
圾分类”展示馆———“彩虹小屋”
建成启用。 该展示馆集展示、教
育、培训、传播等功能于一体。 记
者在现场看到，“彩虹小屋”设置
了“生活垃圾四分类展品陈列区
域”，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干
垃圾、 湿垃圾分别进行解释说
明，并展示了四分类垃圾桶如何
合理摆放，以及生活垃圾四分类
正确投放规则等；墙上海报亦展
示洗手池、拖把池以及各类家居
用品如何科学规范摆放；“上海
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展示
区域” 则利用卷轴窗帘形式，形
象地展现生活垃圾全程清运流
程图……

正在参观的上海市民石小
强告诉记者，“原来生活垃圾分
类真不是一件小事，里面学问很

多、手法很多、创意也很多。 观展
以后感触很多，我对垃圾分类有
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长了不少
知识。 ”

据悉，“彩虹小屋”未来还将
举行丰富的生活垃圾分类互动
小游戏，让市民群众在玩乐中体
验生活垃圾分类的知识性和趣
味性。“彩虹小屋”负责人表示，
“生活垃圾分类” 展示馆力求以
寓教于乐、 丰富多样的形式，为
居民打造一个垃圾分类的示范
区， 既能起到教育宣传作用，也
有助于形成辐射和联动效应，推
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践成效。

在科学性推进方面，不少社
区还引入了专门从事垃圾分类
咨询的专业组织，以更有效地引
导居民自下而上酝酿形成自治
议题，如垃圾厢房的选址、投放
点开放时间等，通过居民广泛参
与、深入讨论、反复协商等方式，
推动形成垃圾分类的长效自治
管理机制。

上海市绿境邻社区服务社
为社区量身定制垃圾分类方案，
初步探索出垃圾分类工作“八步
法”，即氛围营造、前期调研、点
位改造、团队组建、志愿者招募、
入户宣传、值勤监督、成果巩固，
分阶段养成居民自主分类投放
意识。

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
党工委书记狄梁说，垃圾分类实
际上是一个社区居民自治和共
治的问题。 基层在推进这项工作
时要在与居民的不断互动中实
施，政府工作围着“人心”转才能
让社区工作更美好。

（据新华社）

继上海实行垃圾强制分类
后，广东也将加快迈入垃圾分类

“强制时代”。 针对更多省垃圾分
类处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10 月
30 日上午， 由广东省人大代表、
中广核陆丰核电有限公司人力
资源主任万军领衔的 8 位代表
集体约见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在会场，省广东住房城乡建设厅
负责人表示，为倒逼小区和居民
做好垃圾分类投放，广东省将探
索尝试“不分类不收运”制度，并
视情减少垃圾投放点。

在确保分类效果与便民利
民之间找到平衡点

目前，广东省各地如火如荼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有代表反
映， 垃圾分类投放的监管很不
力， 一方面混投垃圾难以发现，
违规成本小，另一方面对于违规
投放垃圾的行为仍然缺乏惩戒
手段。

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
责人回应称，对于公共区域分类

投放行为， 实现有效执法是难
点。 按照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来
看，小区内垃圾投放点进行“多
点布局” 会带来更大的管理难
题， 一定程度内减少投放点，分
类效果会更好。 今后将尝试减少
垃圾投放点，并引入“不分类不
收运”制度，倒逼促进小区和居
民更好分类。

减少投放点之后，势必对居
民投放带来不便， 如何在确保
分类效果与便民利民之间找到
平衡点？ 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负责人表示， 将对实施方案
进行充分论证， 并在合理规划
后分步推进。

当前广州垃圾分类已全面
推进到“楼道撤桶期”。 按照时间
表要求，这项工作将在年底前基
本完成， 届时实行定时定点投
放。 但实际执行中也发现，楼道
撤桶后， 投放点建设并未跟上，
社区居民依然混装投放，导致源
头减量成效大打折扣。 而投放点
堆积如山的垃圾影响社区环境，
也引起了不少居民的反弹。

是否必须要“楼道撤桶”？ 如
何确保政策预期效果？ 对此，广

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人表
示，从上海等其他城市的治理经
验来看，楼层撤桶是做好垃圾分
类工作的关键一招。目前广州的
楼道撤桶工作刚推开， 而完善
垃圾投放点建设需要一个周
期， 特别是一些老小区此前没
有相关规划，需要“补课“。 此
外， 楼层撤桶后垃圾投放时间
如何设置， 这些问题都需要管
理者和参与者共同参与、 不断
磨合，在这段磨合期可能会出现
这样那样的问题，希望社会各界
给予一定的理解支持。 他透露，
广州正在努力解决楼道撤桶引
发的相关问题，省各相关部门也
将给予支持配合。

根据测算，如引导居民形成
分类投放习惯，按照各地经济发
展水平的不同，广东省每户家庭
的资金投入在 400-800 元之间。

或将适时修订城乡生活垃
圾处理条例

广东是全国第一个施行城
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的省级行
政区。 最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针对该条例赴各地进行执法检
查。 广东省人大环资委负责人表
示，从检查摸底来看，总体上条
例实施仍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
主要体现在前端分类投放尚未
推开， 基本处于示范区推广阶
段，还没有全域推进的地市。 许
多地市仍未出台配套的垃圾分
类管理办法或细则。 特别是针对
条例明文规定各县市须制定低
价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优惠政
策，绝大多数地方还未落实。 此
外，从当前各地垃圾处理的实践
来看，条例对于垃圾收集运输的
规定还不够具体细致，跟不上形
势发展，今后将考虑适当启动修
法工作。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负责人介绍说，一旦对城乡生活
垃圾处理条例进行修改， 将会
列入明年的立法计划中， 目前
各地市已经出台或正在制定垃
圾分类处理条例。 其中广州、揭
阳已于去年出台， 河源和云浮
将列入今年立法计划，深圳、梅
州市以及汕尾分别进入了二审、
一审阶段。

（据南方网）

生活垃圾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干垃圾、湿垃圾”四大种类；个
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 200 元；单位如果进行混合投放或
混合运输，最高可罚 5 万元……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自 7 月 1 日施行以来已满 4 个月，
记者在上海调查发现，垃圾分类投放已然成为社区居民的“新时尚”。

广东将迈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

在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宇泰景苑”小区，保洁工对居民分类投放
的生活垃圾进行分拣（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