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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整洁、绿树成荫、农舍雅致，几

乎不见垃圾的踪迹， 也闻不到任何异

味，这是望城区给人的第一印象。

“从前，这里的街道可不是这个样

子。 ”白箬铺镇光明村霸王组村民秦辉

富回忆说。 原来，望城区作为长沙市固

废场所在地，承担着长沙市六区一县的

生活垃圾综合处置任务，对垃圾之害有

着切肤之痛。

为探求垃圾治理之策，破解垃圾围

城之困，2014 年，望城区率先在长沙市

全力推行垃圾分类减量， 主动打响了

“向垃圾宣战”的第一枪。

如今，5 年已过，经历探索、创新与

升级，已初步形成了政府推动、市场运

作、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垃圾分类减

量体系。

目前，全区垃圾分类减量工作覆盖

了全区 14 个街镇、115 个村社区，共有

市级垃圾分类示范村 43 个、 市级垃圾

分类示范小区 5 个，望城入选全国首批

“农村垃圾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利用示范

区”， 被新华社作为 “垃圾治理参考范

本”隆重推介。

垃圾分类工作的初心和核心都是人，望
城区政府始终将这一点作为工作的第一要
义，为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如今，开展垃圾分类减量，对居民而言，
既可赚取可回收垃圾的变卖收益，又可以通
过积分兑换礼品。 对保洁员而言，垃圾分类
减量直接与工资、绩效挂钩，干得越好，收益
越高。对村（社区）、楼盘小区而言，垃圾实现
了大幅减量，清运成本大幅下降。 对市场而
言，倒逼了社会资本进入，垃圾回收体系得
到不断完善， 垃圾处理技术得到不断提升，
环保产业迎来发展机遇，实现了经济收益的
最大化。

与此同时，各街镇、村（社区）将垃圾分
类减量纳入到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建设
之中，通过开展垃圾分类减量，实现了垃圾
“不落地”，使市容、村容变得更加干净整洁。

有毒有害垃圾也通过垃圾分类顺利进
入回收体系，得到专业化、无害化处理，从源
头上切断了对生态的污染破坏，有效保护了
生态环境。此外，经过垃圾分类，可回收垃圾
进入回收体系，经处理后变“废”为“宝”，既
减轻了市固废场的垃圾处理压力，又实现了
资源节约和永续利用。 2018 年全区垃圾进
站总量 19.01 万吨， 较 2017 年相比同口径
减少近 7万吨，带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

而在垃圾分类的过程中， 政府的全方
位引导唤醒了全民的环保意识， 提高了社
会文明程度，对创文、创卫、人居环境治理、
移风易俗等工作产生了极大促进作用。 这
其中的社会效益是不可估量的。

如乔口镇通过开展垃圾分类减量试
点，先后获得了全国生态示范镇、国家卫生
镇、全国特色小镇等荣誉称号。 并且，垃圾
分类工作坚持党建引领、党员带头，将垃圾
分类减量纳入基层党建工作内容，基层党建
工作有了新抓手， 党员作用发挥有了新载
体。 以垃圾分类减量工作为纽带，密切了干
群联系，融洽了邻里关系，提升了基层治理、
小区管理水平。

“垃圾分类工作任重道远，要让广大市
民熟悉并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养成垃圾分类
的好习惯，让垃圾分类工作逐步走进千家万
户，走进居民的心里。 ”正如乌山街道工会主
席王波所说，新生活方式的养成，需要长时
间的投入，望城区政府一直在行动，未来也
将做得更好。

垃圾分类工作是一场硬仗、大仗，是一
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

在推进垃圾分类的过程中， 望城区政
府充分发挥了党建工作的引领作用， 建立
三大机制， 统筹推进垃圾分类工作高效有
序进行。

建立组织推进机制。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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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才能科学、长
效？ 望城区政府立足区块现状，紧抓顶层设
计，先后组织人员奔赴日本、上海学习先进
经验、模式，成立领导小组定期研究、调度、
讲评垃圾分类工作，统筹协调，指导全区。
同时， 将垃圾分类减量纳入到物业管理条
例和村规民约中， 通过定期的督促考核来
形成长效的工作机制。

建立经费投入机制。“我们在学习别人
的先进经验， 也在探索适用于我们社区实
际情况的方式。 ”望府路社区的城管专干刘
莹介绍。 望城区政府在借鉴优秀经验的同
时勇于创新，建立起经费投入机制，每年安
排垃圾分类减量和环境卫生专项资金
5160 万，并纳入年度财政预算，通过以奖
代补方式，用于垃圾分类设施配备、站点建
设、 专业回收公司运营以及终端处理项目
建设等。

同时，配套 20 万－100 万不等的垃圾
分类专项资金，用于相应街镇、村（社）标准

化垃圾处理站点、 环卫设施建设和保洁员
队伍建设。 目前，全区共筹建镇级垃圾分类
回收总站 6 个，村（社区）、楼盘小区垃圾分
类回收中心 112 个， 购置垃圾分类回收运
输车辆 600 多台，发放分类垃圾桶 15 万余
个。

建立考核激励机制。 望城区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对各街镇、 村社工作开展情
况实行了分级考评奖励。“一年一考评，每
月一评比”，同时定期对相关职能部门进行
评比，根据等级分类体系进行分级奖励，给
予 2万 -5万元不等的工作经费。

此外， 成立村社环境卫生理事会和义
务监督小组， 对保洁员工作与农户参与情
况进行监督考评、跟踪问效，考核结果直接
与保洁员工资、农户评先挂钩；出台垃圾分
类回收奖励机制， 将保洁员回收物品变现
同时给与变现金额的 20%~50%作为奖金
奖励其个人，并按月对分类回收
工作进行检查、 评分和排名，与
工资绩效紧密挂钩。这些方式为
垃圾分类注入了活力，为垃圾分
类工作的持续高效开展提供了
保障。

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 考虑到城乡居
民的不同生活习惯和居住环境， 望城区摒
弃了“一揽子”做法，处处凸显因地制宜，因
“病”开“药”。

望城区结合各区域地理特征， 探索出
了差异化处理垃圾分类减量的模式， 形成
了城区、山区、 垸区三类特色模式。

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城市主要片区，望
城区推行“小区居民袋装出户、小区分拣员
二次分拣、街道分拣中心集中”三级分类减
量模式。 以楼盘小区为重点， 坚持党建引
领、社区指导、物业实施、全民参与，推进垃
圾分类减量工作。

在人居密度较低、 运输成本较高的农
村丘陵山区， 由乡镇政府与专业公司共同
组建生态合作社，在乡镇、村、组分别设立
垃圾分拣中心、废品回收店、垃圾回收点，
采取“农户收集、村组集中、镇中心站分拣、
生态合作社统一回收”方式。

而在自然净化和涵养能力较强的农村
湖区垸区，则推行“农户分类处置、保洁员
上户收集、村分拣中心二次分拣处理”的方
式进行减量。 引导农户按照“卖一点、沤一

点、埋一点、运一点和收一点”的“五点减量
法”进行垃圾初次分类和处理，保洁员上户
收集农户无法自行处理的垃圾， 分类转运
至村级垃圾分拣中心，按照塑料、金属、有
毒物质等类别进行二次分类处置， 最大限
度地推动垃圾分类减量。

日前， 我们来到月亮岛街道尚公馆小
区、润和紫郡小区，欣喜地了解到，小区居
民垃圾分类参与率达到了 70%， 垃圾转运
量较分类试点前减少了 50%。

据望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谢孟
局长介绍：在望城区，除有回收利用价值和
有毒有害垃圾进行资源化处理利用外，其
他垃圾都实现了就地消化和处理， 每月实
现垃圾减量在 5000 吨以上， 有害垃圾回
收率在 95%以上。 因地制宜的制度让垃圾
分类提高了最大效率。

垃圾分类工作说穿了，就是三个环节：源
头分类、中间收运、终端处理。 望城区政府在
这三个环节的开展上花了不少心思。

如何在源头上实现垃圾分类投放？
望城区政府在城区，以楼盘小区为重点，

为每户设立垃圾分类“绿色账户”，免费配备
湿垃圾桶、发放印有编码的分类垃圾袋、开展
垃圾分类培训指导。 同时，实行“积分制”管
理，根据垃圾分类减量情况定量计分，定期张
榜公示，积分达到一定标准可兑换奖品。

在农村，建立卫生清洁责任区制度，将村
级卫生区划分为公共区和农户责任区， 农户
责任区由农户包卫生、包秩序、包绿化、包垃
圾分类减量。

除此之外，实施“池退桶进”战略，对原有
垃圾池全部实施拆除， 免费向农户发放干垃
圾桶和可回收垃圾桶， 由保洁员对农户垃圾
分类进行指导、监督，开展“环保先进组”“十
佳庭院”“十佳清洁户”年度评选，引导、鼓励
农户对自家垃圾进行分类投放、分类处理，从
源头上减少垃圾出户量。

如何保障垃圾的分类收运？
垃圾出户之后， 便到了中间分类收运的

环节。根据垃圾的种类，望城区政府在城区的
楼盘小区建设了“四点一中心”，即餐厨垃圾
收集点、大件垃圾存放点、建筑垃圾堆放点、
有毒有害垃圾储存点和垃圾分拣中心。

同时， 在每个楼栋单元出入口设置可回
收垃圾、湿垃圾、干垃圾三分类垃圾桶，居民
对自家垃圾进行初次分类投放后， 由小区垃
圾分拣员负责进行二次分类，在农村，则设立
了镇垃圾分拣中心和村级垃圾分拣点， 由片
区保洁员定期上户对垃圾进行回收， 运送分
拣点进行二次分类，最终，都将由专业机构对
垃圾进行分类收运。

如何解决收运的垃圾？
居民生活垃圾经过逐级分类后， 可回收

垃圾得到了最大化的回收利用， 干垃圾经分
类收运， 再由区环卫部门派车转运至市固废
场进行专业化处理。

低价值可回收垃圾、湿垃圾、餐厨垃圾、
有毒有害垃圾、大件垃圾和装修垃圾，采取区
级兜底、政府补贴、市场运作的方式，选择具
有处置资质的公司进行收运处置。

如通过政府采购、服务外包等方式，由湖
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公司负责对全区餐厨垃
圾进行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由湖南仁
和环保负责对湿垃圾进行收运处置， 由湖南
万容公司望城分公司负责对低价值可回收垃
圾、 有毒有害垃圾、 大件垃圾进行资源化处
理。

同时， 望城区建有民营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处置场 4个，并依托城投平台，启动了大
型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中心规划建设， 年处
理能力可达 70 万立方米， 充分满足了全区
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处置利用。

①高塘岭街道湘陵社区组织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培训。 杨红 摄
②白箬铺镇第一片区垃圾分拣点。 冯俊 摄
③月亮岛街道润和紫郡小区组织垃圾分类实践活动。 姚双喜 摄

三大机制构筑坚实后盾政府推动

杨春香 摄乔口镇垃圾分类回收处理总站。

望城区全景图。 张鹏 摄

三个环节理清工作重点流程管理

三重效益回归居民生活共建共享

①

让垃圾分类进入良性循环因地制宜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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