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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完善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
� � 3 月 16 日，上海市政府网站
正式发布《关于建立完善本市生
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的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要
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全程
分类体系，逐步彻底解决“混装
混运”等问题，与上海卓越的全
球城市发展定位相适应。

2020 年居住区普遍分类

《方案》下了“军令状”，明确
上海建成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
系的时间截止到 2020 年底，要
实现这一目标，只剩两年多。

为达成目标，《方案》给出了
16 字方针：“政府推动， 全民参
与。全程分类，整体推进。政策支
撑，法制保障。 城乡统筹，因地制
宜。 ”

具体实施上， 上海将按照
“先单位，后社区”的顺序推进。
今年，上海将按照“先党政机关
及公共机构，后全面覆盖企事业
单位”的安排，率先实现单位生
活垃圾强制分类全覆盖，并在静
安、长宁、奉贤、松江、崇明、浦东
新区部分城区普遍推行生活垃
圾分类制度，建成 3 个全国农村
垃圾分类示范区， 全市建成 700
个垃圾分类示范行政村。 在此基
础上，2020 年， 上海将在居住区
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硬约束”多于“软引导”

《方案》透露，上海将建立生
活垃圾分类达标验收挂牌制度，
创建一批垃圾分类示范居住小
区（村）和示范街镇，从而激励社
区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而作为传统的激励手段，绿
色账户将往“自主申领、自助积
分、自由兑换”的方向发展，力争
到 2020 年， 家家户户都开通绿
色账户。

但纵观《方案》，更多笔墨着
眼于“硬约束”，而非“软引导”。

对此，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相
关负责人坦言， 从国际经验来
看，几乎没有一座城市是通过一
味激励的方式来促进生活垃圾
分类减量，他们无一例外地采用
了严格的法律等硬约束，倒逼垃
圾产生者因避免被处罚而养成
分类减量的习惯。

“硬约束”中，法制保障是重
要一环。 按照法定程序，上海将
加快研究制定本市生活垃圾强
制分类制度的地方性法规， 并研
究建立限制过度包装、 控制一次
性用品使用及对垃圾分类违法行
为联合惩戒等“硬约束”机制。《方
案》要求，拒不执行垃圾分类的单
位及个人， 将被相关管理部门移
交城管执法部门予以处罚。 垃圾
分类还将被纳入行政绩效考核和
生态文明绩效指标考核体系。

在硬件设置上，《方案》明确
继续坚持“四分类”标准，即有害
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和干垃
圾。 多层、高层住宅小区可根据
小区实际， 合理设置干湿垃圾

桶；住宅小区垃圾箱房或垃圾压
缩站应设四类垃圾桶；农村地区
应以家庭为单位， 设干湿垃圾
桶； 每个自然村应设四类垃圾
桶。

单位方面，办公和经营场所
应设有害垃圾、干垃圾、可回收
物三类垃圾桶； 配置垃圾箱房
的，应成组设置有害垃圾、可回
收物、干垃圾桶；有食堂或无食
堂但集中供餐的单位，在食品加
工及就餐区域应设湿垃圾桶。 公
共场所应设可回收物及其他类
别垃圾的“两桶式”垃圾桶；湿垃
圾产生量较多的公共场所，应增
设湿垃圾桶。

扔垃圾将“定时定点”

除了法律、 标准，“硬约束”
还体现在投放和收运垃圾的习
惯上。

针对垃圾分类的主体———
居民，《方案》首次提出了“定时
定点”投放的概念，鼓励居住小
区的垃圾桶和垃圾箱房不再提
供“24 小时开放”的便利，从而改
变居民随意投放垃圾的意识和
习惯。

在收运端，分类后的各类生
活垃圾，必须实行分类收运。 湿
垃圾由环卫收运企业采用密闭
专用车辆收运， 做到“日产日
清”。 干垃圾由环卫收运企业采
用专用车辆收运，每周至少清运
一次。 可回收物由经本市商务部
门备案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或
环卫收运企业收运，每半个月至
少清运一次。 单位产生的有害垃
圾，交由环保部门许可的危险废
弃物收运企业收运；居住小区产
生的有害垃圾，由环卫收运企业
采用专用车辆进行分类收运；有
害垃圾采取定期收运的，每月至
少清运一次。

《方案》坚决杜绝驳运环节
的混装混运，发生混装混运的环
卫收运企业将被严肃追责。 同
时，环卫收运企业可以对分类不
符合要求的单位实施“不分类，
不收运”，即“首次告知整改，再
次整改后收运；对多次违规拒不
整改的，拒绝收运并移交执法部
门处罚”。

全面弥补末端“短板”

盯住了垃圾分类的源头和
中游，如果末端垃圾分类处置的
设施和能力跟不上，分了类的垃
圾最终混合处置，那么之前所做
的一切都是“无用功”。

对此，《方案》提出要大力增
强生活垃圾末端分类处理能力。
到 2020 年底，上海生活垃圾“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能力达到 3.28 万吨/日以上。

湿垃圾方面，上海将重点推
进老港基地、浦东曹路、闵行华
漕、普陀桃浦、宝山月浦等一批
湿垃圾集中处理设施， 力争到
2020 年本市湿垃圾处理能力达
到 7000 吨/日。

干垃圾方面，上海将加快建
设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二
期），浦东、宝山新建垃圾处理设
施，松江、金山、奉贤、嘉定、崇明
等扩建垃圾处理设施，新增焚烧
能力 1.23 万吨/日。

可回收物方面，上海将建市
级老港静脉产业园等一批静脉
产业园，最终形成“一主多点”的
静脉产业园区格局，并推进建立

全市性的可回收物集散中心，提
升再生资源的利用水平。 到 2020
年，上海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用
率争取达到 35%。

加快处置项目建设的同时，
“邻避”效应困局不容忽视，以往
许多生活垃圾处置项目只能边缘
化、偏远化甚至“难产”。《方案》注
意到了这一点， 明确上海的分类
处理体系要实现全市“大循环”、

区内“中循环”、镇（乡）“小循环”，
尤其是有条件的农村地区， 尽可
能实现湿垃圾的就近处置， 形成

“户投、村收、镇（乡）处”的镇域小
循环模式。这样的定位，对生活垃
圾处置项目的水准提出了十分高
的要求，倒逼它们要在“邻避”效
应和处置能力这对矛盾的“夹缝”
中，寻求突破口。

（据澎湃新闻网）

� � 3 月 14 日，国务院 2018 年
立法工作计划发布， 社会组织
登记管理条例被纳入， 由民政
部起草。

计划强调，要深入推进科学

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要进
一步健全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
制度、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
求意见制度、委托第三方起草制
度、 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制

度、立法后评估制度，努力凝聚
各方共识、反映人民意愿、维护
群众利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参
与政府立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获得感。 （据中国政府网）

民政部：对欧美同学基金会作出行政处罚
� � 近日， 民政部对欧美同学
基金会作出停止活动三个月的
行政处罚。 经调查，欧美同学基
金会在开展募捐、 接受捐赠以
及使用财产等活动中， 存在不
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

动的业务范围的情形， 违反了
《基金会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
条、二十七条的规定。

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
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
定， 民政部决定对该会作出停

止活动三个月的行政处罚。
同时，依据《社会组织信用

信息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自
行政处罚生效之日起，民政部将
该会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
信名单。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江西：加大城镇贫困群众脱贫解困力度
� � 3 月 6 日，江西省出台《关
于加大城镇贫困群众脱贫解困
力度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
见》)，在全国率先推出城镇贫困
群众全面脱贫解困系列举措，对
全省 88.61 万城镇贫困群众进
行系统帮扶， 确保到 2020 年城
乡贫困群众同步实现全面小康。

《意见》突出精准和可持续

性：建立精准识别对象、精准动
态调整、精准数据共享的工作机
制，确保识别精准；综合运用基
本生活保障、就业创业、医疗保
障、教育救助、社会保险、住房安
全保障、临时救助制度、各类资
源帮扶等政策措施，确保帮扶的
针对性有效性；实施低保政策延
退， 放宽临时救助比例和次数，

帮助贫困家庭就业，建立基本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重大疾病医
疗补充保险、医疗救助四条保障
线，确保可持续。

《意见》强调，既要尽力而为
又要量力而行，既要加强基本保
障又不吊高胃口，确保城镇贫困
群众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据民政部网站）

天津：首份团体标准出台
� � 日前，天津市家居行业公布
两个团体标准《定制家居产品服
务规范》、《绿色环保办公家具》，
这是天津家居行业首次发布团
体标准，也是质检总局、国家标
准委、民政部联合印发《团体标
准管理规定（试行）》后，首份团
体标准。

天津市家居商会由 2017 年
上半年起着手《定制家居产品
服务规范》和《绿色环保办公家
具》标准的起草工作。 期间，商
会进行广泛市场调研， 先后组
织召开多次业内专家、 企业代
表参加的论证会， 与会代表对
标准进行充分的论证，就生产、

销售、设计、施工等方面对标准
的制定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最
后， 两个标准经商会会员代表
表决一致通过。 行业内 37 家龙
头企业作为该团体标准的参编
企业，表态要带头推广，引领全
市企业执行该标准。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上海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启动至今，已 7 年有余，但成效并不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