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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上海“最严垃圾分类”施行 4个月
效果怎么样？

垃圾分类达标率从 15％跃
升至 80％

11月 14日，上海市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市
人民政府关于本市推进生活垃圾
全程分类管理情况的报告。报告显
示， 截至今年 10月底， 上海全市
1.3万个居住区垃圾分类达标率达
到 80％，而在去年年底，这一数据
还只是 15％。

上海市垃圾回收主要分为湿
垃圾、干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四大类。从垃圾的回收分出量上来
看，全市可回收物的回收量已经较
去年 10月增长了 4.6倍，湿垃圾分
出量增长了 1倍，干垃圾处置量减
少了 33％，而有害垃圾的分出量也
较去年增长了 9倍。

垃圾分类工作其实是一个庞
大的系统。 检查垃圾分类的成绩
单，单看垃圾投放还不够，是否分
装分运， 分类后的垃圾是否进行
了无害化、 环保化的处理同样也
是重点。

垃圾都 “去了哪里”， 又是
“怎么去的”？

正在上海求学的傅同学就很
好奇自己分类丢掉的垃圾都“去
了哪里”。傅同学所在的高校会对
垃圾进行统一的分类和运输，特
别是学生们生活的宿舍区，学校会
设置专门的“物业”来分类管理和
运输学生们产生的生活垃圾。傅同
学注意到，宿舍物业会将垃圾仔细
地分为湿垃圾、干垃圾、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等四大类，然后再在统一
的时间段由专门的垃圾运输车分
类运走。

截至 10月底， 上海市共配置
及涂装 1395辆湿垃圾车、3086辆
干垃圾车、84辆有害垃圾车及 192
辆可回收物回收车，同时建成可回
收物回收服务点 13998个、中转站
181个、大型集散场 9个。

上海今年还启用了生活垃
圾全程分类信息平台，能够实时
反映上海 16 个区各作业环节的
垃圾数量、生产调度数据和分类
质量等，不仅能回答傅同学垃圾
都“去了哪里”的疑问，而且也解
释了“怎么去的”的问题，实现了
对垃圾运输路径的全程追踪，并
显示了垃圾末端的处理信息。

老百姓们习惯吗？ 乐意吗？

垃圾分类回收的流程建立起
来了， 那么这四个月来上海市民
的执行情况怎么样？积极性高吗？

小昱参加过很多次运动会，
却唯独对来到上海后参加的一
场新生运动会记忆深刻。 这次运
动会是以垃圾分类为主题，“一
边跳绳一边回答图片中是什么
垃圾，还有把贴有垃圾标签的乒
乓球用筷子夹到对应垃圾桶的
项目”。 小昱坦言，没来上海之前
觉得垃圾分类是个有点麻烦的
事，“但现在觉得这是一件挺好
玩的事，每天动脑筋想想垃圾该
怎么丢，还能美化环境”。

拿不准的时候， 小昱还会
去“上海发布” 公众号进行查
询。 她发现不管是舍友还是同
年级其他同学， 都会仔仔细细
把垃圾分好类再送到垃圾站。 9
月份的时候， 有的垃圾站旁还
有垃圾分类监督员和引导员，现
在已经不需要了，校园环境也变
得越来越好。

家住宝山区通河社区的黄
女士则更细心，每天分好类丢垃
圾的同时，她还关注到了小区垃
圾房旁的“红马甲”和“绿马甲”，
他们一个是“监督员”一个是“分
类员”。

黄女士发现“红马甲”会监
督大家扔垃圾的情况，而“绿马
甲”会在少数垃圾没有做好分类
时“手动”帮助居民进行分类，保
证垃圾分类的准确执行。 她认为
现在自己所在社区的垃圾分类
制度很完善，“我们都养成习惯
了， 基本上都会主动分好垃圾，
极个别分错了或者不分的也有
‘绿马甲’‘保驾护航’”。

但也有一些和父母同住的
年轻人不太了解垃圾分类，小韩
就说家里的垃圾都是妈妈处理，
她本身并不太清楚该如何对垃
圾进行分类。

还有待改进之处

《条例》正式施行 4 个多月以
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

垃圾分类分得好了， 对后续
再生资源的处理能力也提出了新
的要求。截至今年 9月底，湿垃圾
分出量达到每天 9009吨，较 2018

年底增长 130%，湿垃圾末端处理
能力不足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
部分再生资源处理中心表示，垃
圾接收量在《条例》实施后显著增
加， 他们的运营状态已由“吃不
饱”变成了“吃不了”，如何能保证
居民辛苦分离出来的垃圾都能够
得到有效再生利用呢？

对于这一点， 上海市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表示，目前，上海已建
成湿垃圾集中处置设施 6 座，更
多湿垃圾项目已经在建和纳入规
划。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环
卫管理处处长徐志平表示：“明年
年中， 湿垃圾的处理会基本做到
和源头的分类完全匹配。 ”

上海的老百姓们在垃圾分
类过程中也遇到了困难。

比如在倒湿垃圾时， 需要先
打开垃圾袋将湿垃圾倒入湿垃圾
桶，再将垃圾袋扔进干垃圾桶，这
个“破袋”的过程就给居民们带来
了诸多不便。湿垃圾液体较多，容
易迸溅到手上， 同时湿垃圾易发
酵，气味也不好闻。家住杨浦区的

牛女士就说， 因为自己个子比较
矮，“破袋” 时胳膊极容易蹭到垃
圾桶上，污渍不好处理，希望能对
垃圾桶进行改造升级。

目前， 上海很多社区已经开
始在垃圾房旁配备“洗手池”，还
有一些居民选择使用“破袋神器”
来解决湿垃圾易脏手的问题。

另外， 一些上班族也指出，

在社区规定的时段扔垃圾对他
们来说“有点难”，有些居民上班
早，下班晚，通常都会错过规定
的时段，而如果将垃圾长期放在
家里，特别是湿垃圾，就容易腐
烂、生虫、发臭。 虽然有些社区已
经开始推行“24 小时垃圾站”，但
全面推广普及还需要时日。

（据央视网）

� � 今年， 广东将全省性社会
组织“年度工作检查”（简称“年
检”）制度改为“年度工作报告”
（简称“年报”）制度，全省性社
会组织仅需打开电脑即可完成
年度工作报告的填报、 公开和
存档，无需提交纸质材料，既方
便了群众办事， 又扩大了社会
监督范围。

据统计，截至目前，2018 年
度全省性社会组织应填报“年

报”3274 家，填报率达 88.4%，其
中基金会及慈善组织的填报率
达 91.7%， 均创历年新高。 与
2017 年度全省性社会组织“年
检”81%的填报率相比， 社会组
织填报积极性明显提高。

为保证社会组织“年检”改
“年报”工作扎实开展，省民政
厅向有关省直部门函告改革
事项，协商减少社会组织年检
结论作为业务办理的必要条

件。 同时，为便于社会组织办
理业务和公众了解相关情况，
“广东社会组织信息网” 设立
信用信息公示板块，通过查询
社会组织统一代码或名称，可
以了解各全省性社会组织近 3
年的年检年报情况、 行政处
罚、等级评估等信用信息，将其
打印可作为“年检”改革后的信
用证明材料。

（据广东民政头条）

山东：放宽经济类行业协会发起成立限制
� �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等七部门
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经
济类行业协会改革的实施办
法》，提出放宽行业协会发起成
立和登记注册限制， 充分发挥
其行业代表地位和联系服务企
业功能，拓宽政商交往渠道，构
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山东提出， 放宽行业协会
发起成立和登记注册限制，发
起成立行业协会， 直接向各级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申
请登记；在同一行政区域内，除
法律、法规和政策另有限制外，
允许发起成立业务相同或类
似、名称不同的行业协会。

此外，新出台的办法提出，

经济类行业协会根据办会宗旨
和业务工作开展需要，建立有固
定合作关系的签约专家库（机构
库），要求严格执行在职（离职未
退）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不得在
行业协会兼职等有关规定，公务
员（包括离职未退和已退休的）
不得作为专家库成员。

（据新华网）

四川：确定 50家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示范单位
� � 日前四川省第二批 50 个民
营企业党建工作示范单位、首
批 50 个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示
范单位确定并授牌。

从 2018年开始，四川全面启
动实施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
示范创建行动。 通过摸底排查、层
层推荐、差额比选等环节，省级最
终确定 100个民营企业党建工作
示范单位和 50个社会组织党建工
作示范单位(含去年确定的首批 50
个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示范单位)。

据介绍， 对于确定的示范
单位，将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省委决策部署、推进
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加强党组
织规范化建设、发挥党组织和党
员作用、建设党组织书记和党务
工作者队伍、提供党建工作基础
保障”6个方面做出示范。

“对于示范单位，我们建立
激励约束制度。 ”省委两新工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对工作重视、
事迹典型、示范效应好的，加大

宣传扩大影响，对行动迟缓、工
作一般、社会形象不好的，及时
教育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有
违规违法行为的取消授牌。

按照“省级示范、全域推进、
巩固提升”原则，各地各行业已
分别创建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党
建示范单位 902个、424个，通过
省市县三级上下联动，推进先进
典型创建常态化，形成了以点带
面提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质量
的良好局面。 （据四川在线）

� � 今年 9 月，小昱刚刚来到上海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踏进校门
后她听的第一场讲座，不是关于学术研究的，而是学校针对新生开展
的“垃圾分类知识普及讲座”。

小昱记得那场讲座自己听得懵懵懂懂， 因为此前她完全没有接
触过垃圾分类。但三个月后的现在，小昱却能不假思索地告诉要来上
海玩的朋友：“在地铁站里产生的湿垃圾最好自己带走， 因为地铁站
街边一般都只有干垃圾和可回收垃圾的垃圾桶。 ”

今年 7 月 1 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
正式施行，上海步入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时间到现在已四月有余，那
么垃圾分类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