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五成网友认为实施垃圾分类的
难点在公众意识不到位

我是大脸的小锦鲤： 政策
早已提出并作重点强调了 ，但
实施成本高 ，待细化 ，操作难 ，
总之在慢慢变好， 进步不是一
蹴而就的。

URNOTLAZYSONG：我觉
得垃圾分类是一个早晚要做到
的事情， 而现在大家的意识不
高， 并不能保证垃圾分类的纯
度。 真的按分类处理了会有相
当高的成本，比如二次分类、机
器损坏等。

JK 专用小马甲甲 ： 是的 。
我们的垃圾分类就是白忙活 ，
其实学会垃圾分类应该是从小
教育就开始培养的。

三杯米与一双箸 ： 目前只
有垃圾箱本身被 “分类” 了而
已， 我以为扔垃圾的时候是靠
自觉 ， 谁知道垃圾车一来 ，都
“汇总”了，自觉也是枉费心力。

网友留言：

截至 2月 5日 10时

1、你认为有必要实施垃圾分类吗？
A、有必要。有利于资源再利用，减少环

境污染，减少环卫工人工作难度。 88.46%
B、没有必要。太过麻烦，分类设施也尚

未普及。 9.81%
C、无所谓。 1.73%

2、 你认为实施垃圾分类的难点有哪
些？

A、 现阶段， 分类硬件设施布置不足。
40.67%

B、民众分类意识不高，分类知识有限。
52.21%

C、 缺乏有效监督， 违规成本较低。
7.12%

3、你认为怎样才能做好垃圾分类？
A、政府要完善相关机制,明确管理者

的职责,制定有效措施,使垃圾分类工作更
有保障。 45.00%

B、通过一些激励措施,让民众体验到
分类扔垃圾带来的实际利益。 44.13%

C、社会组织举办活动，加强公众参与，
让垃圾分类走进公众， 提升环保意识。
10.87%

2017 年自然灾害
致全国 881 人死亡

据民政部网站消息， 民政部、 国家减灾办发布
2017 年全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 经核定，2017 年各类
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 1.4 亿人次受灾，881 人死亡，98
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 3018.7 亿元。

点评：2017 年灾情与近 5 年均值相比偏轻， 对救
灾类社会组织提出了从应急救援到常规化救灾转变
的新课题。

2017 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
减少到 3046 万人

国家统计局 2 月 1 日发布数据，据对全国 31 个省
区市 16 万户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 按现行国家农村
贫困标准测算，2017 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 3046 万
人，比上年末减少 1289 万人；贫困发生率 3.1%，比上
年末下降 1.4 个百分点。

点评：贫困人口的减少并不意味着脱贫攻坚工作
难度的降低，剩下的往往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NBA 全明星赛获胜队
要捐款 35 万

据网易体育报道，NBA 官方宣布，2018 年全明星
赛将与慈善事业挂钩，获胜的一队将要向慈善组织捐
款 35 万美元， 而落败的一队也同样要向类似的一个
慈善组织捐款 15 万美元。 当然，这合计 50 万美元的
慈善捐款并不需要明星球员们自掏腰包，而全部是由
NBA 官方买单。

点评：体育竞技与公益慈善的结合已经成为一种
潮流，这种潮流需要公益组织的积极推进。

环保部将督导 2.5 万个建制村
开展环境综合整治

2 月 2 日～3 日，环境保护部在京召开 2018 年全国
环境保护工作会议。 环境保护部部长李干杰在讲话中
提出，2018 年要加快水污染防治，督导 2.5 万个建制村
开展环境综合整治。

点评：与城市相比，村庄环境治理难度更大，行政
化的手段往往事半功倍，需要发动村民通过自组织的
方式投入其中。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8年 1月 31日 沈阳慈恩寺 200万元 设立“慈恩寺慈善养老基金” 辽宁省慈善总会

2018年 1月 31日 海城大悲古寺 200万元 设立“大悲古寺慈善基金” 辽宁省慈善总会

2018年 2月 2日 美的集团 1000万元 慈善公益事业发展 北滘镇慈善会

(2018 年 1 月 29 日至 2018 年 2 月 4 日)
（制表：王勇）

■ 实习记者 陈聪

Figures02 数字
２０18．2.6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继东

环
保

2 月 1 日上午，2018 年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春
运“暖冬行动”上岗动员会在云南省昆明火车站举
行， 现场 200 名志愿者集体宣誓之后， 立即投入到
繁忙的春运服务工作岗位中。 自 2015 年起，团中央
已连续 4 年实施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春运“暖冬行
动”，共组织动员了 64 万多名青年志愿者上岗服务
2450 多万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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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 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某小区的孟先生吃完晚饭
后， 把生活垃圾丢在了单元楼门
口的垃圾桶里。 提到为什么没有
垃圾分类时， 孟先生表示：“虽然
有点嫌麻烦的因素在， 但主要还
是小区垃圾分类桶配置不合理。 ”

中国环境卫生协会统计，我
国每年产生近十亿吨垃圾， 其中
生活垃圾产生量约四亿吨， 此外
还有餐厨垃圾 1000 万吨左右。 随
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 城镇生
活垃圾还在以每年 5％-10％的速
度持续上升。

我国垃圾围城问题日益严
重，怎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垃圾，越
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垃
圾进行分类回收， 有利于资源再
利用，减少环境污染，减少环卫工
人工作难度。

日本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就为垃圾处理立法。 现今包括的
法律有《废弃物处理法》、《资源有
效利用促进法》、《容器包装再循
环法》、《循环型社会基本法》 等。
其次垃圾分类意识从幼儿时期就
开始进行教育， 严格的法律法规
制定也取得了较好效果。

在日本实行垃圾分类的初期，
仅仅将垃圾分为可燃烧与不可燃烧

两类。发展到现今，日本垃圾分类的
细分程度和处理方式细致到严苛。
例如， 一个饮料瓶的不同的组成部
分会划分到不同的垃圾类别里。

2017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住
建部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
施方案》， 部署推动生活垃圾分
类。 提出到 2020 年底，基本建立
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
系， 在部分重点城市的城区范围
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方案明确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范围内的公共机构和企业是实施
强制分类的主体。 细化垃圾分类
相关要求， 在对有害垃圾分类的
基础上， 合理选择其它类别进行
分类。 同时要求城市人民政府可
结合实际制定指南， 引导居民自
觉、科学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虽然垃圾分类的相应法规逐
步设立，但推进效果却十分有限。

为何我国垃圾分类却迟迟不
能走上正轨？ 有分析指出，首先是
公众垃圾分类意识不够成熟，垃圾
分类意识应该从小进行教育，而且
国家垃圾分类的法律尚未健全。其
次是我国固定的垃圾分类设施并
未全面普及，有些城市并未出现垃
圾分类桶，只有寥寥城市成为垃圾
分类试点进行强制分类。最后国家

的政策设施不完整和群众的分类
观念淡薄，让垃圾分类、保护环境
多数停留在了口头之中。

究竟该如何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呢？ 公众认为问题的症结在哪？
《公益时报》联合凤凰网和问卷网
推出本期“益调查”。

本次调查从 2 月 2 日开始，
截止到 2 月 5 日 10 点，共有 1040
名网友参与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近九成的网友认为必须要进行垃
圾分类， 他们认为垃圾分类有利
于资源再利用，减少环境污染，减
少环卫工人工作难度。

52.02%的网友认为实施垃圾
分类的难点在于民众分类意识不
高， 分类知识有限；41.18%的网友
认为现阶段， 分类硬件设施布置
不足；6.80%的网友认为缺乏有效
监督，违规成本较低。

今后如何才能做好垃圾分
类？44.93%的网友认为政府要完善
相关机制, 明确管理者的职责,制
定有效措施,使垃圾分类工作更有
保障；44.24%的网友认为通过一些
激励措施,让民众体验到分类扔垃
圾带来的实际利益；10.84%的网友
则认为社会组织应举办活动，加
强公众参与， 让垃圾分类走进公
众，提升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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