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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上海 2019 年垃圾分类“成绩单”出炉

2019 年，上海市全程分类体
系已基本建成。

目前， 上海已完成 2.1 万余
个分类投放点改造和 4 万余只
道路废物箱标识更新；已配置及
涂装可回收物回收车 237 辆、有
害垃圾车 87 辆、 湿垃圾车 1461
辆、干垃圾车 3079 辆；建成回收
服务点 1.5 万余个、 中转站 201
个、集散场 10 个；干垃圾焚烧和
湿垃圾资源化利用总能力已达
到 24350 吨/日。

邓建平指出，上海垃圾分类
实效显著提升。

2019 年，上海日均可回收物
回收量 4049 吨/日、较 2018 年同
比增长 431.8%，有害垃圾分出量
0.6 吨/日、 较 2018 年同比增长
504.1%， 湿垃圾分出量 7453 吨/
日、 较 2018 年同比增长 88.8%，
干垃圾处置量 17731 吨/日、较
2018 年同比减少 17.5%。

在住建部全国 46 个重点城
市垃圾分类专项考核中，上海连
续三个季度位居第一。

邓建平表示，市民垃圾分类
热情高涨，居住区分类达标率从
15%提高到 90%， 单位分类达标
率达到 87%。 据 2019 年 10 月对
4040 名市、区人大代表的问卷调
查显示，所在小区实行分类的达

到 98.6%， 认为分类效果好和较
好的达到 96.5%； 所在单位实行
分类的达到 99.9%， 认为分类效
果好和较好的达到 99.9%。

2019 年，上海完善全程分类
管理体系。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落实
属地责任。 ”邓建平指出，各区党
委、政府加强组织领导，召开动
员大会，明确工作目标，加大财
政投入，加强考核督办。 各街镇
坚持党建引领，积极履行法定职
责，建立以居民区（村）党组织为
核心，居（村）委、业委会、物业企
业、志愿者、社会组织等“多位一
体”的协同推进模式。

上海做实联席会议，注重条
块联动———坚持全市“一盘棋”
思想，按照“市级统筹、区级组
织、街镇落实”思路，执行市、区、
街镇、居村“四级”联席会议制
度，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兼任联
办主任，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落实
“管行业、也管垃圾分类”要求。

上海组织执法检查，敢于较
真碰硬———加强行业日常监管，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通过加强指
导、宣传培训、监督管理，督促行
业单位落实《条例》规定。 组织开
展执法检查， 建立健全城管执
法、市场监管、文化执法等机构

执法检查常态化机制。
2019 年，上海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也遭遇一些难点问题。
上海发布了“定时定点”工作

提示，落实“一小区、一方案”要
求，适当延长投放时间；提出误时
投放点设置及管理要求， 在具备
条件的居住区科学设置误时投放
点，确保分类达标、环境整洁。

针对 900 余万流动人口和
5%左右尚未养成分类习惯的居
民，上海加强机场、车站、码头、
旅游景点等重要公共场所、入沪
交通工具宣传告知，保持新闻宣
传热度，促进居民和来沪人员养
成生活垃圾分类习惯。

在源头减量方面，上海组织
实施绿色消费、绿色办公、包装
物减量等《条例》规定，推进旅馆
业、餐饮服务业、党政机关严格
落实不主动提供“六小件”、一次
性餐具及一次性杯具等规定；推
动快递行业设置快递包装回收
物利用装置提高快递包装物回
收利用水平。

“垃圾分类工作成效好于预
期，关键在于坚持党建引领，依托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法制保障。 ”
邓建平表示。但是，当前垃圾分类
工作仍存在短板： 部分单位分类
实效还不理想， 流动人口参与率

不高，长效管理机制有待完善，湿
垃圾处置能力存在缺口等。

他指出，2020年，上海要对标
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以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 聚焦重点、 突破难
点，巩固提升分类实效，努力探索
一条垃圾综合治理的新路子。

2020 年，上海在生活垃圾分
类上要确保完成三项任务：

上海将完善生活垃圾全程
分类体系，深化垃圾分类收运和
再生资源回收“两网融合”体系
建设，改善垃圾收运车辆车容车
貌，新增干垃圾焚烧和湿垃圾资
源化利用总能力 3450 吨/日（干
垃圾 2000 吨/日， 湿垃圾 1450
吨/日）。

上海将巩固提升生活垃圾
分类实效，确保 90%以上的居村、
单位垃圾分类实效达标，街镇全

面实现分类实效达标，70%以上
街镇实现分类实效示范，10 个以
上的区实现分类实效示范；可回
收物日均回收量达到 6000 吨以
上， 有害垃圾日均分出量达到 1
吨以上，湿垃圾日均分出量达到
9000 吨左右，干垃圾日均处置量
控制在 16800 吨以下。

上海还将攻坚突破重点难
点热点问题，针对上海市人大专
项监督、 分类实效综合测评、社
会舆情反映集中的志愿者值守、
破袋投放、 误时投放点管理、车
容不洁、 湿垃圾就地处理等问
题，梳理归纳、及时回应、深化研
究，拿出务实管用的办法。

邓建平表示， 全市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已经进入全面推
行、依法治理阶段，下一步要推
进垃圾分类工作常态化、 长效
化、规范化。 （据界面 ）

相比与国内刚刚实行不久
的垃圾分类，韩国市民早已习惯
了出门前将垃圾整理分类，并投
掷在家门口的 Clean House 里。

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天
都有人来 Clean House 回收垃
圾。 食物垃圾和生活垃圾等不同
分类，也对应着不同的垃圾收取
时间。 因此，居民常常会错过投
掷相应垃圾的时间，但又没办法
储存太久，怎么办呢？

于是，韩国政府又推行了一
个新的垃圾回收处理模式———
建设多处再利用帮助中心。 这里
每天都可以回收垃圾，不仅能改
善 Clean House 环境， 还能弥补
按日期收取垃圾的缺点。 如今，
这一模式已经在韩国全范围推
广落地。

据西归浦市政府生活环境
课 Clean House 组长梁根赫介
绍，韩国再利用帮助中心星罗棋
布，设置在每个洞居民区，方便
市民倾倒垃圾，并设置工作人员
进行垃圾回收和处理。 2016 年 1
月，韩国在天池洞首次设置示范
点后正式推进，2017 年正式落
地，目前共运营 26 个中心。 每个
中心的建设费约为 2 亿韩元，
2019 年预计投入 20 亿韩元。

梁根赫说，中心的建设目的

在于传播“做好垃圾分类、垃圾
再利用应该是自愿行为” 的观
念，未来将持续扩大再利用帮助
中心，使居民倾倒垃圾更便利。

当然，除了每天开放接收居
民递送的垃圾这一便利外，再利
用帮助中心的特殊政策或许也
是吸引大家前来的重要因素之
一。 比如，这里有类似国内啤酒
瓶空瓶回收可退还保证金的政
策，也有塑料瓶、易拉罐自动回
收补偿政策、小型废旧家电智能
回收系统、家用废食用油免费排
放制度等。

以塑料瓶、易拉罐自动回收
补偿政策为例，我们来看看再利
用帮助中心是如何进行垃圾回
收并循环运转的。 居民将废弃易
拉罐、 塑料瓶投入回收机器后，
会根据投入个数返还相应积分，
该积分可以换购奖品。

具体来说，居民将易拉罐或
塑料瓶投掷到机器内，每次会获
取积分， 易拉罐每个奖励 10 积
分， 塑料瓶 5 积分（1 积分=1
元）。 通过累计积分， 换取垃圾
袋。 值得注意的是，垃圾袋在当
地是非常重要的物料，因为韩国
垃圾分类后不能随意装袋丢弃，
必须购买自己住所区域的专门
垃圾袋后，装袋丢弃。 据 2019 年

不完全统计，再利用帮助中心共
奖励了超 6000 个垃圾袋。

2019 年， 西归浦市开始实
施易拉罐、 塑料瓶直接处理系
统示范工程，由原来的收集、运
输后再分类处理， 改善为直接
处理。 罐类、透明塑料瓶类、塑
料类、 废衣物等均可直接在中
心进行压缩等处理。 仅 2019 年
7 月至 11 月间，回收易拉罐 3345
千克，塑料瓶 4765 千克，所获收
益 1672000韩元，全部用于捐款。

再利用帮助中心的运营时
间是早 6 点到晚 22 点。 不少居
民 因 为 错 过 了 家 门 口 Clean
House 的垃圾分类回收时间，开
车来到中心倾倒垃圾。 曾经
Clean House“垃圾堆积如山”的
场景变成了如今的整洁有序，居
民生活环境大大改善；人们的垃
圾分类理念不断提升，自主性积
极性显著增强；中心的建设为资
源再生利用提供了有力保障，也
向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据了解， 韩国从 1995 年 1
月开始实施垃圾分类制度。 此
后韩国的垃圾回收率不断提
高。 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显示，
2017 年， 韩国的垃圾回收再利
用率达到 87%。

（据《科技日报》）

韩国再利用帮助中心让垃圾回收“一举多得”

� � 西归浦市政府生活环境课 Clean House 组长梁根赫展示易拉
罐、塑料瓶回收机器内部

垃圾分类回收箱

2020 年 1 月 16 日，在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专题审议上，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邓建
平表示，今年将攻坚突破重点难点热点问题，针对误时投放点管理、车容不洁、湿垃圾就地处理等问题，梳
理归纳、及时回应、深化研究，拿出务实管用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