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仲夏，消费回暖，夜市升温，上海的街头巷角越来越热闹。 无论
在大马路还是在居民小区，市民群众自觉分类投放垃圾，环境更加
整洁有序。

2018 年 11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垃圾分类工
作就是新时尚。 ”2019 年 1 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经上海市
人大表决通过，并于当年 7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一年来，从“扔进一个筐”到“细分四个桶”，垃圾分类已成上海
市民的自觉行动。 从“新时尚”到“好习惯”，垃圾分类背后的社区自
治共治和“一网统管”智治善治，成为用“绣花功夫”治理超大城市的
生动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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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新时尚 答好治理卷

上海实施垃圾分类效果追踪

从前端到末端
“三增一减”彰显分类实效

在上海静安区余姚路上的
美联大厦，湿垃圾桶上方加装了
破袋器。 居民娴熟地将垃圾袋划
破，湿垃圾倒进桶内，袋子则扔
到一旁的干垃圾桶。“垃圾分类
刚开始，挺头疼，现在越来越习
惯了。 ”小区居民张颖说。

夏季，温度升高，小区所在
的曹家渡街道对辖区内 92 个小
区的垃圾箱房加装破袋器、除臭
喷壶、洗手装置“三件套”，进一
步巩固分类效果

垃圾分类事关城市高质量
发展、高品质生活，维系着市民
群众的满意度、幸福感。 一年来，
垃圾分类给上海社区面貌和生
态环境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今年 5月， 上海可回收物回
收量日均 6266 吨， 同比增长
89.2%；有害垃圾分出量从分类前
的每天 50 公斤提升到 3.1 吨；湿
垃圾日均分出量同比增长近六
成；干垃圾日均处置 15351 吨，同
比下降 25.4%。 上海全市 1.3万多
个居住区，分类达标率由 2018 年
底的 15%提高到 2019年的 90%。

“三增一减”取得有害垃圾
及时分离、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
能力成倍提升的实效，关键就是
从前端到后端，“全链条” 发力、

“闭环式”管理。
“我被市民问到最多的问题

是，‘前面分类做好了，后面运输
会不会混到一起，分类只是做做
样子？ ’”长期关注分类的上海市
人大代表许丽萍说，分类后的中
间运输和末端处置尤为关键，直
接关系分类成效和市民积极性。

在上海城投环境集团徐浦
基地，一排排白色的集装箱层层
堆叠，形成一道独特的“垃圾箱
墙”。 这些集装箱专箱专用、分类
运输， 每个可容纳 12 吨左右的
生活垃圾。 每天有 3000 吨至
3500 吨的生活垃圾， 经过黄浦
江、大治河被转运到末端的老港
基地处理。

上海城投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蒋曙杰说， 响应垃圾分类，
企业建立了“全程分类保障体
系”：前端，推动城市环卫系统与
再生资源系统“两网融合”；中
端， 依托区级中转站和徐浦、虎
林两大转运基地，确保分类收运
规范有序；末端，为多种固体废
弃物提供利用、处置方案。

“经过一年的努力，上海共
建成‘一主多点’共 18 座末端处
置设施，干垃圾焚烧和湿垃圾资
源 化 利 用 能 力 每 天 达 24350
吨。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局长邓建平说，今年上海将基本
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破
解“垃圾围城”之困。

从“新时尚”到“好习惯”
百姓是参与者更是受益者

走出家门没几步， 打开公
共阳台上的管道井盖， 投入的
垃圾自动坠落到楼座底部的垃
圾箱房。 对于长宁区茅台花苑
小区居民来说， 扔垃圾原本是
件轻松事。

垃圾分类， 意味着小区 300
多个楼层的管道井全部封闭，扔
垃圾须分类、定时、定点。“尽管
扔垃圾变麻烦了，但楼道内散发
的臭味消失了，小区更干净了。 ”
小区居民孙阿姨说。

常住人口超过 2400 万，每天
产生的生活垃圾在 3 万吨左右，
对于上海这个超大城市来说，垃
圾分类没有人人参与、全民行动
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新时尚”变
成“好习惯”，很多小区在实践中
不断破解难题：

———巧用载体， 引导百姓
从“嫌麻烦”“分不好”到“会分”
“愿分”。

在虹口区江湾镇街道，小区
组织居民观看垃圾分类宣传片，
举办垃圾分类“闪唱”，用百姓喜
闻乐见的形式，让居民踊跃参与
其中。

理念转变， 行动才能自觉，
很多小区经历了从志愿者督导
到撤人撤岗的变化。 上海市绿化
市容局生活垃圾管理处处长徐
志平说，即使在春节后的疫情防
控期，有三分之二的居住区仍保
持优秀分类投放水平，其余居住
区也表现良好。

———因地制宜，“一小区一
方案”赢得市民理解和支持。

垃圾分类点多面广，新老小
区环境各异。 上海坚持因地制
宜，实施“一小区一方案”，用精
细方式赢得市民理解和支持。

徐汇区天平街道很多弄堂

空间狭小，连放置干湿垃圾桶都
显得拥挤。 街道调研厘清居民群
众的需求后，探索出“并点投放”
和“移动箱房”定时定点收运模
式，前、中、末端齐发力，确保分
类投放、收集、清运环环相扣。

“不在困难中找借口，要在
困难中找方法。 ”天平街道息村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惠丽说，从
硬件和软件上为居民提供便利，
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提升了，
自觉分类的习惯才能巩固。

———自治共治，真正把垃圾
分类变成社会“大合唱”。

在徐汇区凌云街道，活跃着
一支“绿主妇”志愿者队伍，主要
成员是社区里的家庭主妇。 她们
指导居民对湿垃圾进行粉碎发
酵处理，用于小区绿化。

百姓的事让百姓做主，更多
市民献计献策，想出很多“金点
子”。 上海部分区域还成立“垃圾
分类事务所”， 引导居民酝酿形
成与垃圾分类有关的议题，如垃
圾箱房的选址、投放点开放时间
等，推动垃圾分类形成长效管理
机制。

从“攻坚战”到“持久战”
科技为垃圾分类赋能

今年 5 月，两名城管中队队
员敲开上海市玉田路某小区李
女士的家门。 他们请李女士回
忆，3 天前是否将垃圾随意丢弃。
看完相关取证照片、 视频后，李
女士羞愧不已， 当场缴纳 50 元
罚款。

这是虹口区曲阳路街道推
进垃圾箱房远程智能监控后，对
居民生活垃圾乱丢行为开出的
第一张罚单。

让垃圾分类更智慧， 是城
市精细化治理的“必答题”。 随
着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技术快速发展， 科技在破解城

市治理难题、提升治理水平上大
有可为。

今年 4 月，浦东“城市大脑”
垃圾智能分类场景系统发出预
警， 通过分析生活垃圾源头计
量设备采集的数据， 发现某街
道一小区当月第二周湿垃圾分
出量占比从第一周的 34%下降
至 17%。

收到预警信号，街道工作人
员现场核实发现，小区部分保洁
员将湿垃圾混入干垃圾，造成湿
垃圾分类量占比下降。 这个原本
要靠“大海捞针”才能察觉的问
题，被“城市大脑”敏锐捕捉。

像浦东这样，上海很多区域
已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一网统
管”体系，用智能化手段探索垃
圾分类长效常态管理。“用‘一网
统管’来管垃圾分类，不仅好用，
而且管用。 ”长宁区虹桥社区党
委副书记朱国萍说。

新的应用场景还在不断被
开发。 虹口区曲阳路街道的“一
网统管”平台，对辖区内 162 个
垃圾箱房、45 个大件垃圾堆放点
位实现监管全覆盖。 借助平台，
街道可以掌握垃圾收运车辆的
行程和轨迹，科学调度，解决垃
圾清运“最后 100 米”难题。

邓建平说，依托“一网统管”
等平台，上海将大力探索“科技+
管理”长效机制，充分借助技术
手段， 强化源头分类质量监管，
助推上海生活垃圾分类逐步从
高强度投入的“攻坚战”向常态
长效制度化的“持久战”转变。

根据计划，今年上海将力争
实现 95%以上居住区和单位生
活垃圾分类实效达标，85%以上街
镇达到示范街镇标准。 作为全国
第一个立法推进垃圾分类的省级
行政区，上海“打好样”，帮助垃圾
分类这一“新时尚”在全国更多城
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据新华社）

� � 一名工作人员在上海长宁区新泾六村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清理垃圾箱外壁 （6 月 23
日摄）（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 � 在上海长宁区新泾六村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公示栏上显示前一天的垃圾分类
情况数据（6 月 23 日摄）（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