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今年以来，河北省香河县采取多种方式积极推广垃圾分类工作，引导居民自觉爱护环境卫生，养成垃圾分类的生活习惯。图为6月4日，香河县
香城郦舍小区居民在智能分类垃圾箱投放垃圾。 新华社发

向垃圾说“不”
白墙黛瓦、街巷干净，家家门口栽树种花，

村民怡然自得， 一派和谐的田园风景。 很难想
象，几年前的六角塘村还是一个脏乱差典型。

六角塘村在浙江省金华市。几年前，村民
们下决心从垃圾入手整治全村环境。 每家每
户的门口都放着两个统一制式的垃圾桶———
绿色的垃圾桶上写着“可腐烂垃圾”，蓝色的
垃圾桶上写着“不可腐烂垃圾”。

从抓垃圾分类开始， 村民全面整治村容
村貌。如今的六角塘村美起来了。村里还建成
全国第一个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艺术展馆，
吸引了各地的参观者。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
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
的一个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将垃圾分类
这件事儿看得很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不论是重要会议还是
国内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经常问起垃圾分类
进展情况，点赞一些地方垃圾分类做法，要求
扎扎实实推进这项工作。

2016年12月2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
四次会议召开。 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
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的垃圾处理系统， 形成以法治为基础、 政府推
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
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多人
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处理。”总书记强调说。

今年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走
进北京市东城区草厂四条胡同。

“小时候，我住在胡同里，都是晚上倒垃
圾。现在，条件好了，环境美了，一定要搞好垃
圾分类和回收处理。 这对我们物业管理的要
求又高了，管理难度也大了。要加强管理，不
断增加这方面的投入。”总书记对社区工作人
员和群众说。

随着城市加速扩张，群众生活水平提高，
垃圾产生量也在持续增长。目前，全国城市生
活垃圾产生量一年已经超过2亿吨。

垃圾问题解决不好，群众不答应。垃圾分
类，是生产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产物，
是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体现。 培养垃圾分类
意识，养成垃圾分类习惯，可以促进群众逐步
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而不管是垃圾分类投放
还是收集、转运、处理各个环节，都需要资金
投入，必须有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

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 生态文明建设正处
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
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
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 也到了有条件有
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

2017年，《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印发实施，提出到2020年底前，我国将在46个
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届时我国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垃圾分类，中国这道关系群众生活环境、社
会绿色发展的必答题，拥有了破题的坚实基础。

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
记者日前在上海采访时看到， 早晨七点

半，嘉定区赵巷村的垃圾投放点热闹而有序。
志愿者顾彩娥热情招呼前来扔垃圾的居

民赵根发，熟练地扫码登记。“滴”的一声后，
赵根发收好自己的“绿色账户”二维码，在垃
圾厢房配置的洗手台前一边洗手， 一边对记
者说：“月底我的‘绿色账户’就能有五六百分
积分，可以换牙膏、洗衣粉等生活用品。”

“绿色账户”是上海市在垃圾分类激励机
制上的创新， 向参与垃圾干湿分类的家庭发
放。 居民只要每天早晚定时定点正确分类投
放垃圾就可以获得积分。 积分可兑换物品或
购物优惠券等。如今，上海的“绿色账户”已经
发卡500多万张。

2018年11月， 在上海考察的习近平总书
记听了几位年轻党员交流社区垃圾分类推广
的做法后表示，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

居民垃圾分类投放仅仅是第一步。投放、收
集、运输、处置等多个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为严防“源头分类、中端混运、后端混合”
问题出现，江苏省苏州市加强监督考核，通过
第三方单独收运可回收物及有害垃圾等措
施，加强对既有分类小区的长效管理，重点加
强对混收混运的监督管理。

深圳是我国较早开展垃圾分类的城市，
也创造了不少“高招”，如一些公园绿化垃圾

“变废为宝”，成为肥料或燃料。全市建成30处

中小型处理设施， 市政公园绿化垃圾就地就
近粉碎回填利用，基本不出园。道路绿化垃圾
在绿化树枝粉碎场粉碎后可以沤肥再利用，
或送到生物质电厂作为燃料。

上海、厦门、西宁、广州等近30个城市出
台了垃圾分类相关法规条例或管理办法，对
垃圾分类链条上各相关方责任进行了明确。

培养垃圾分类意识是推进这件民生“小
事”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开展广泛
的教育引导工作， 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实
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湖南长沙县湘瑞社区，就有这样一支开展
垃圾分类的社区“宣传员”“指导员”队伍。

“自从社区开始实行垃圾分类以来，小区
经常组织好多有趣的活动， 居民们学到了不
少垃圾分类的知识，效果特别好。”小区的环
保志愿者梁细保说。经过大力宣传，社区的厨
余湿垃圾从之前完全混合在其他垃圾中，变
为每天能分出一车湿垃圾。

让更多人行动起来
为绿色发展作贡献

日前，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

行为调查报告（2019年）》显示，超过九成的受
访公众都认识到垃圾分类对于保护我国生态
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但只有约三成公众认为
自己在垃圾分类方面做得不错。

为什么不“知行合一”？中国城市建设研
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介绍，很多居民“不知道
怎么分类”“太麻烦不愿意分”，有的认为“前
端分类、后端混装混运没意义”，使公众对垃
圾分类“认知度很高，行动力很差”。

如何让公众了解分类、愿意分类、方便分
类？ 浙江省金华市的农村垃圾分类经验提供
了一个成功样本。

这个市在农村推行垃圾“二次四分法”
———第一次村民只需要将垃圾分成“会烂”和

“不会烂”；第二次则由村里的保洁员再将“不
会烂”的垃圾再分为“好卖”“不好卖”。保洁员
把会烂的垃圾送去阳光堆肥房发酵产生有机
肥，“好卖”的进行资源回收处理，“不好卖”的
进入垃圾填埋场。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为破解垃圾分类难
题指明了方向———

“推行垃圾分类， 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
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

“要加强引导、因地制宜、持续推进，把工
作做细做实，持之以恒抓下去”。

“通过有效的督促引导，让更多人行动起
来， 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全社会人人动
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
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好习惯，是可以培养和塑造的。在大力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 垃圾分类应成为人
人皆可为的“举手之劳”。一系列举措正在培
养人们的垃圾分类习惯。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会同有关部门印
发通知， 要求从今年起垃圾分类工作从前期
的46个重点城市扩展到全国地级及以上城
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中国积极有效地推进绿色发展理念，付
出巨大努力来改善环境、保护自然，这对全世
界具有示范作用。”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
斯为中国生态保护的努力点赞。

现在，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中国国家
发展总体布局， 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中国
人民心向往之的奋斗目标。 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进入了快车道，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将
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

从我做起，全社会行动起来，从垃圾分类、厕
所革命这样的身边小事做起， 为了一个更加绿
色、更加健康的美丽中国，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
走绿色发展之路！ （据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责任编辑 谢卓芳 肖丽娟 2019年6月5日 星期三
时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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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垃圾分类 推动绿色发展
———写在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

� � � �在6月5日世界环境日到来
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推行垃圾分类，
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 形成
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

垃圾虽小，却牵着民生，连
着文明。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指引下， 一场化垃圾分类为
全民行动，建设美丽乡村、美丽
中国的生动实践正在各地如火
如荼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