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管社会组织今年将完成“三证合一”税务登记改革

� � 去年山东实施社会组织统
一信用代码制度改革， 将成立
社会组织必须办理的法人登记
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
证， 整合为民政部门核发的加
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登记
证书，给社会组织带来了便利，
今年省管社会组织登记年检又

将迎来新的程序简化。
山东正在推进社会组织“三

证合一”税务登记改革，积极推
动民政部门与税务部门之间建
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
台，实现登记信息实时传递。 争
取于 2017 年底前省管社会组织
参照“三证合一”完成税务登记

模式改革试点工作，由民政部门
发放标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
社会组织法人登记证， 赋予其
税务登记证的全部功能， 不再
另行发放税务登记证件。 争取
市、县两级社会组织“三证合一”
税务登记改革于 2018 年 6 月前
完成。 （据《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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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推行 17年效果不佳
46城将强制实施

你家的小区有分类的垃圾
桶吗？ 你会对垃圾分类处理后再
扔进去吗？ 垃圾分类的好处，你
感受得到吗？

3 月底，国家发改委、住建部
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
案》，要求在全国 46 个城市先行
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尽管早
在 2000 年，北京、上海等地就被
确定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
城市”，但 17 年过后，中国垃圾
分类的效果仍不尽如人意。

垃圾分类是谁的责任？

据媒体报道，“十二五”期间，
北京在 3700 余个小区开展了垃
圾分类的试点示范， 占全市物业
管理小区的 80%。 投放的分类垃
圾桶，起到了多大作用？ 近日，记
者走访了北京的一些居民小区。

记者在北京朝阳区农光里
小区观察发现，该小区居民楼下
放置有三类垃圾桶，分别是厨余
垃圾、 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但
每天早晨，所有垃圾桶中的废弃
物都呈现无序状态，垃圾分类的
宣传板沦为摆设。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垃圾
减量项目主任孙敬华就居住在北
京海淀区的一个垃圾分类试点小
区。作为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她尤
其关注自己所在小区的情况。 她
发现，在该小区的厨余垃圾桶里，
废弃物往往成批次分布， 有时小
半桶都是莴笋皮，而零散的、类型
丰富的厨余垃圾非常少。

孙敬华告诉记者，这是因为小
区里有垃圾分类指导员做二次分
拣，她透露，“他们原本的职责是对
居民垃圾分类宣传、 指导和监督，
但后来退化成每天从居民随意投
放的垃圾袋中， 徒手捡出厨余垃
圾，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

孙敬华为此自制了一张垃

圾分类的宣传告示，希望能分担
垃圾指导员的工作，但当她准备
张贴在楼道电梯口时，却被指导
员拦下。 该指导员表示，分拣垃
圾是她的工作， 她拿着补贴，就
别把责任推给居民了。

“谁产生的垃圾，谁就有分类
的责任，怎么反倒成了保洁员的责
任？为什么就不能动员居民自己做
垃圾分类呢？ ”孙敬华质疑称。

“雷声大、雨点小”的宣传

孙敬华的困惑只是当前垃
圾分类困局的一个缩影。 在自然
之友评选出的 2016 年环保关键
词中，“垃圾分类细化”的得票排
在第三位，比第四位的“雾霾”更
引人关注。

不可否认的是，自 2000 年北
京、上海等地被确定为“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 之后，政
府方面不断加大对垃圾分类的
倡导和投入。

除了北京， 据媒体报道，上
海的垃圾分类现已覆盖 500 万
户家庭及大部分机关和企事业
单位，另有约 180 万户居民实现
了按户参加日常生活垃圾“干
湿”分类的环保档案记载；杭州、
昆明、广州、济南、海口及长沙等
城市均进行了垃圾分类的探索。

然而，民众却难以感受到这
些积极探索带来的现实改变，甚
至有人感觉，垃圾分类的宣传往
往“雷声大、雨点小”。

2015年， 有媒体曾对中国的
垃圾分类现状进行网络调查问卷，
在参与其中的 2000人中，仅 12.5%
的受访者感觉垃圾分类效果显而
易见， 仅 38.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
一直在坚持分类存放、投送垃圾。

那么， 垃圾分类究竟难在哪
里？孙敬华认为，“光靠鼓励、倡导
和宣传是很难说服大家去将垃圾

分类，而且一些人还会质疑：我将
垃圾分类之后， 怎么就来了一辆
垃圾车把所有垃圾拉走呢？ ”

孙敬华说， 就拿北京来说，
其实，北京的厨余垃圾会有专门
的厨余回收车来处理，大概每周
来小区三次，不过，很少有人会
注意到这些细节。

“大部分居民不知道自己小
区有分类回收的， 即使知道，做
不做又是另一回事。 ”孙敬华坦
言，没有奖励，没有惩罚，看到别
人都混合扔垃圾，愿意主动去分
类的人就不会多。

垃圾分不分类有何区别？

曾有专家认为， 垃圾不分类
并不影响焚烧的安全性， 目前的
垃圾焚烧技术可以把焚烧垃圾生
成的二噁英（Dioxin）分解，而且
对烟气的排放也有严格的控制。

“都说生活垃圾焚烧没问
题， 说污染物二噁英的排放量
低，影响忽略不计，但光说不行，
还要有数据。 ”中国人民大学国
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环
境学院教授宋国君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如果说不清城市生
活垃圾焚烧的社会成本，就无法
说服民众去做垃圾分类。

今年 3 月 22 日，中国人民大
学发布《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
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 该报告
分析了北京三座正在运营的垃
圾焚烧厂以及规划中的八座焚
烧厂的排放数据，宋国君便是这
份报告课题组的首席专家。

报告根据 2015年北京市常住
人口数据，再结合垃圾焚烧厂公布
的二噁英数据以及风向预测全市
各落地点浓度计算， 结果显示，北
京市二噁英可能致癌人数之和为
241人/年； 假设经过妥善分类，每
年致癌人数将从 241 人降低至

182人，减少 1/4的致癌率。
报告还显示，假定 2015 年北

京已经实施分类减量，实现源头
分类、厨余单独处理、可回收物
资源回收利用，能够使得生活垃
圾管理社会成本从 42.2 亿元降
低至 15.3 亿元，降低 64%。

宋国君指出，他并非反对垃
圾焚烧，而是通过对比全量焚烧
和分类焚烧的社会成本，进一步
验证了前端垃圾分类的必要性。

孙敬华表示，垃圾不分类就
会造成垃圾填埋和焚烧的量特
别大，大量的厨余垃圾如果不被
分拣出来，只会进填埋场、焚烧
场，这个量就是持续上涨的。

专家建议：不分类要被处罚

近年来，有关垃圾围城的话
题得到社会广泛关注。 据媒体报
道，相关数据表明，中国每年的
垃圾增长速度明显，但垃圾处理
能力并没能跟上，北京的垃圾在
未来四五年内将无地可埋，上海
有的垃圾场已与居民区为邻。

“政府应当将垃圾不分类的
代价明确告知公众。 ”北京师范
大学环境史博士、北京零废弃发

起人毛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
表示，如果能明确告知民众不进
行垃圾分类会让自己受到伤害，
人们就会感受到更多的压力，进
而产生更大的行动可能，把垃圾
问题当作自己的事情，逐渐固化

“我的垃圾我负责”的意识。
今年 3 月 30 日，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
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
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方案要求， 在全国 46 个城
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引导居民自觉开展生活垃圾分
类；到 2020 年底，基本建立垃圾
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
分类模式。

宋国君建议，生活垃圾要在
源头进行强制分类，不分类要被
处罚，民众应建立环境友好的意
识，使得垃圾分类成为每个人的
基本素质。

“此外，还需要一个专门的资
金机制，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反复
宣传教育， 以及给予对厨余垃圾、
可回收物进行资源利用的企业一
定补贴，动员更多力量参与其中。 ”
宋国君说。 （据中国新闻网）

� � 上海研究院现代慈善研究
中心 5 月 3 日正式揭牌成立。

上海研究院现代慈善研究
中心由上海研究院和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共同成立， 将作为新
型的现代慈善事业研究智库，
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
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 未
来， 研究中心还将依托于上海

研究院在科学研究以及政策咨
询方面的优势， 大量开展对于
现代慈善发展实践的前瞻性研
究， 同时主动为上海地区乃至
全国的慈善事业发展提供多种
形式的咨询、教育和培训服务。

据悉， 此次成立的现代慈
善研究中心是上海研究院建设
的第八个研究中心。 2015 年 6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
人民政府在上海大学共同成立
了上海研究院。 两年间，上海研
究院聚焦上海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逐
步成长为高端智库、 高端人才
培养基地、 高端国际交流合作
平台和高端国情调研基地。

（据上海市政府网站）

� � 4 月 25 日，由深圳市人力
资源保障局、民政局联合开展
的社会组织薪酬调查项目在
深圳市人才园正式启动，深圳
市 500 家社会组织代表参加
此次活动。

项目旨在通过社会组织从
业人员的薪酬调查， 制定 2017
年度深圳市社会组织从业人员

工资指导价位， 供政府购买服
务、 社会组织用工管理规划以
及员工择业参考， 发挥社会组
织在社区多元主体治理与服务
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整个工资指导价位调查工
作从前期准备到报告制作，计划
在 3 个月时间内完成。

（据深圳新闻网）

重庆助推志愿服务组织健康发展
截至目前，重庆全市共在民政

部门登记志愿服务组织 127家，在
街道办事处（乡镇）备案志愿服务
组织 2096家。 依托城乡社区综合
服务设施和社区社会工作室，建立
6500余个社区（村） 志愿服务站
（点），搭建志愿者、服务对象和服务
项目对接平台， 促进公共服务、便

民利民服务、志愿服务有效衔接。
已投入 5484 万元立项社会

工作服务项目和志愿服务组织项
目 407 个，逐步建立“社工+志愿
者”运行机制，推动扶贫、济困、扶
老、救孤、恤病、助残、救灾、助医、
助学等领域志愿服务的社会化、
常态化。 （据民政部网站）

北京农光里小区内垃圾随意堆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