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来垃圾分类还能这样“玩”

只见在 VR 虚拟游戏中，参
与者手持电子把手即可锁定物
品，投向虚拟回收箱。 如果投掷
准确，会获得语音提示表彰和对
应的加分奖励，若投掷错误系统
会告知正确答案，并引导参与者
纠正错误，合理区分识别。

“原来垃圾分类还能这样
‘玩’！ ”不少在大兴垃圾分类体
验馆中参与活动的市民纷纷表
示， 这样的游戏很有吸引力，蛮
有趣的，在娱乐的同时也掌握了
垃圾分类的知识，寓教于乐。 对
于体验者来说，VR 垃圾分类体
验设备能最快教会大家了解分
类知识，还能够充分调动起体验
者的积极性。

展厅内，陈列了红蓝灰绿等
颜色的分类垃圾桶、再生资源智
能回收装置和 VR 垃圾分类体
验设备。 再生资源智能回收装置
可用于回收可再生资源，包括金
属、塑料、纸张等，分类投入垃圾
后，可以积分兑换相应的垃圾袋
回收袋。

“垃圾箱的底部装有称重装
置，居民投放的垃圾可以根据重
量进行积分， 以便换取相应物
品。 ”垃圾体验馆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智能垃圾分类设备打破了
传统的回收方式，通过以有偿兑
换回收的方式接收市民投放的
旧衣物、金属、废纸等垃圾，提高
再生资源利用，同时回收价格与
市场价格保持一致。 目前，辖区
已有社区投入使用该设备。

“为了进一步加强垃圾分类
的宣传和培训工作，去年下半年，

我们街道专门出资， 兴建了这个
垃圾分类体验馆。 主要是为了对
我们辖区居民以及中小学生提供
一个学习和宣传垃圾分类知识的
场所。 ”大兴高米店街道有关负责
人表示，在日常宣传工作中，也将
很多创建文明城区的相关内容结
合到垃圾分类当中。

据了解，截至目前，大兴区
社会单位垃圾分类全面实施，创
建垃圾分类示范片区的镇街占
比将达到 90%以上。 全区垃圾分
类社区达到 212 个， 共计 456 个
分类小区，覆盖 381505 户居民。

智能垃圾分类系统人性化

4 月 30 日，北京海淀街道党
工委、办事处在小南庄社区启动

“垃圾分类，你我同行”主题宣传
月活动。 而“今天，共有包括社区
工作者、地区单位、物业人员、志
愿者等近 50 位垃圾分类引导员
纷纷行动起来， 引导社区 4000
多名居民下载安装智能垃圾分
类机 APP，帮助居民对生活垃圾
正确分类，正确投放。 ”海淀街道
宣传部长陈燕介绍道。

据了解，智能垃圾分类机是
全新开发的登录系统，将人脸识
别技术应用在垃圾分类上，给用
户带来充满科技感的极致体验。
居民只需站在机箱前即可快速
识别面部信息进行登录投递，投
放的垃圾积分可精准分配到用
户账户。

并且，每个垃圾袋上打印的
都有对应二维码，用户可自行绑
定机箱或者微信小程序端信息。
之后投递只需用垃圾袋二维码
对准机箱扫码口扫码即可打开

对应机箱，无需进行登录及选择
投递类目，减少投递用户与垃圾
箱的接触，加强卫生安全。 这使
垃圾箱更加人性化，充分考虑到
老年人不使用手机或者不会操
作投递流程的情况，大大提升用
户投递体验。

据介绍，机箱外和机箱内都
有高清摄像头，用户登录开始直
到投递完成全程进行录像，并且
与当次投递信息进行绑定，可及
时了解用户投递情况，如出现用
户蓄意破坏设备或异常投递等
情况，可根据投递信息查看对应
投递视频，做到快速追溯，方便
快捷， 无需繁琐地监控翻看过
程，让管理工作更加轻松。

据了解，海淀街道计划将利
用一个月时间， 采取线上线下，
入户宣传与综合活动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垃圾分类，特别是在一
些小区加强对智能垃圾分类机
如何使用的宣传工作，不断提升
群众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和
正确投放率。 目前已动员社会各
类宣传力量 2380 人。

“垃圾分类很有意义，不仅
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美化、
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还能节约
资源。 我是我们小区的老党员，
也是一名环保志愿者，经常参与
小区的绿色清洁活动，现在垃圾
分类政策实施了，我会继续做好
宣传员和垃圾分类的守门员，站
好我志愿服务的这班岗！ ”北京
海淀区东升镇社区环保志愿者
李阿姨说。

据悉，东升镇在后续将继续
扎实开展系列垃圾分类宣传动
员工作，广泛动员公众践行生活
垃圾分类行动，依托社区志愿服

务队伍、党员队伍、青少年社会
实践三大抓手，激发群众自治共
治的主动性。

完善规范流程靠谱运行

“以前街上收废品的不仅挑
挑捡捡还经常压价缺斤少两，现
在回收物品基本上什么都收，专
业的人咱放心，靠谱！ ”居民张建
湖很高兴。

据北京丰台东高地街道工
作人员邢思思介绍，以往垃圾回
收工作往往会由居民志愿者完
成，过秤，核算积分，分发奖品
等， 专业人员只负责统一清运。
而现在全部回收操作都由工作
人员和专业人员负责，回收流程
和回收门类也做了相应简化，但
回收物品可兑换的价值不改变。
工作原则上， 我们既要方便居
民，也得对大家安全负责。

为规范标准保证运行，据了
解，丰台太平桥街道结合辖区实
际，制定《太平桥街道垃圾分类
工作行动方案》， 进一步明确生
活垃圾分类主体责任，着重强化
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统一发布垃
圾分类标识，加强对垃圾分类桶
站的规范配置和管理，提高垃圾
分类工作的宣传、运行、管理、维
护、监督全流程管理水平。

据了解， 街道通过对 16 个
社区、41 个居民小区的桶站、指
示引导牌的规范设置，助推生活
垃圾分类的启动。 同时，通过“线
上云指导”的方式，为商务楼宇、
辖区单位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宣
传培训，推进各单位依据国家统
一标识进行桶站配置和管理，完
善了垃圾收运管理系统。

5 月 1 日，丰台区各街乡镇、
各单位广泛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宣传活动， 悬挂横幅 8000 余条，
张贴海报 20 余万张， 发放宣传
折页 100 余万份， 面对面宣传，
点对点指导， 线上线下齐发动。
同时区主要领导带队， 紧密部
署； 区城管委成立 6 个专项组，
开展对全区各单位的指导、检
查、监督，掀起了全民参与垃圾
分类的浪潮。

据介绍，下一步太平桥街道
将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开展“线
上+线下” 结合的宣传方式，巩
固宣传成效，持续推进垃圾分类
工作的规范和引导，让垃圾分类
成为新时尚，让分类行为成为新
习惯。

“垃圾分类是个长期而又细
致的工作，我们将持续推进，把这
项工作贯彻到地，落实到底。 ”东
高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超说。

（据《科技日报》）

有趣、智能、靠谱……

北京垃圾分类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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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 日是新修订的《北京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
的第一天，意味着古老京城开启
了垃圾分类新时代。

在朝阳区的呼家楼北里社
区的一处垃圾投放点，一名女士
熟练地将一袋子菜叶菜帮投进
了厨余垃圾桶内，将塑料袋投放
至其他垃圾桶内。 她说：“从去年
开始， 我就进行简单的垃圾分
类，平时注意收看垃圾分类相关
知识，时间长了就会分类了。 ”

她同时坦言：“对于日常接
触比较少的垃圾，分类时也会犯
难，投放前要查一查。 ”

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北京
市安排了 2 万余名垃圾分类指

导员在社区垃圾分类驿站和固
定桶站值守监督，指导居民正确
投放生活垃圾。

北京生活垃圾分为厨余垃
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它垃
圾四大类。对于绝大多数居民，可
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都有一定认
知，操作起来比较简单。如何把厨
余垃圾和其它垃圾处理好， 成为
正确垃圾分类的关键一环。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为
此制作的“垃圾分类指南”显示，
厨余垃圾主要包括菜帮菜叶、剩
菜剩饭、鱼骨鱼刺、残枝落叶等，
其他垃圾包括食品袋、 大棒骨、
创可贴、污损塑料袋、烟蒂等。

面对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

北京不少社区开启了“定时定点
集中投放”新模式，就是每天有
两辆分别装载厨余垃圾桶和其
他垃圾桶的收集车，定时定点停
靠在社区内等待居民投放垃圾。

目前，北京多个社区实施了
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厨余垃圾就
地处理、积分兑换等个性化垃圾
分类措施。

据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街
道甜水西园社区负责人介绍，该
社区实施了“三集中”垃圾分类
法，即居民生活垃圾集中时间投
放、集中地点精拣、集中收集清
运。 在社区内设置“厨余垃圾集
中投放站”， 要求居民在定点时
间投放厨余垃圾， 过时不候，如

果随意投放将受到惩罚。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李如刚表示，北京市垃圾处
理设施处理能力稳步提升，可满
足垃圾分类处理需求。 截至目
前， 全市设置了垃圾分类桶站、
分类驿站 11.3 万余组，共有厨余
垃圾运输车 1259 辆， 其他垃圾
运输车 6412 辆，密闭式清洁站、
小型垃圾中转站 980 座。

目前，居民产生的每一类生
活垃圾，都要求由专门的运输车
辆进行收运。 生活垃圾收集、运
输单位如果出现混装混运、随意
倾倒、丢弃、遗撒、堆放等行为，
将由城管部门责令清除，处以人
民币 2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罚

款。 情节严重的，由城管执法部
门吊销生活垃圾收集、运输经营
许可证。

作为厨余垃圾生产“大户”，
北京的餐饮企业如何做到垃圾
分类？ 按照新规，达到一定规模
并具备就地处理条件的餐饮单
位，应建设符合标准的厨余垃圾
就地处理设施，对厨余垃圾进行
就地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北京
市将集中开展为期 3 个月的生
活垃圾分类强化执法专项行动，
重点查处生活垃圾混堆混放、收
运企业混装混运等行为，将为生
活垃圾分类常态化执法奠定坚
实基础。 （据中新社）

北京开启垃圾分类新时代

� � 戴上 VR 设备，瞬间眼前浮现出各类待分拣识别的瓶子、塑料、布条、骨头、电瓶、药品等虚拟生活垃
圾，触手可及。 5 月 1 日一大早，前来正式开放的北京大兴首家垃圾分类体验馆体验的市民感到颇为有趣。

如今，垃圾分类谓为一种新风尚，需要人人都参与的行动。 适宜的垃圾分类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节约
土地资源，合理进行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可减少 80%的垃圾产生。 随着 5 月 1 日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北京各地区，如海淀、大兴、丰台等，都在落实垃圾分类的宣传、实施等活动，具体是
怎么开展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