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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究竟在哪里
垃圾分类19年很多地方依然“分不清”

� � � �7月1日起， 上海迈入 “垃圾分类强制时代”， 46个重点城
市也在加快垃圾分类的各项环节建设。 记者调查发现， 事实
上， 从2000年开始， 垃圾分类工作已经在一些地方推行。 但
19年过去， 垃圾分类在一些试点城市推进缓慢， 很多人对各
种垃圾依然 “傻傻分不清”。 垃圾分类难点到底在哪里？

� � � �“2011年，上海选择100个试点小区，
3个月后，多数小区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
达到50%。但一年之后再去调查，参与率
降到了20%甚至更低。” 上海市绿化市容
局环卫处处长徐志平说，如何形成长效机
制是要反思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各地正从法规配套、宣
传动员、日常监管等方面共同发力，推动
垃圾分类落实到位。

广州是2000年我国首批8个垃圾分类
试点城市之一，也是全国率先以地方立法
的形式推进垃圾分类的城市，目前已出台
配套制度，包括制定条例实施意见，针对
学校、机关团体单位、酒店等制定生活垃
圾分类指南12项指引等，初步建立垃圾分
类法规制度体系。

北京市昌平区城管委环卫科负责人
王学军说， 有些小区居民垃圾
分类参与率达到80%以
上，垃圾减量30%以
上。 根据他们的经
验，相关知识的
宣传应更细致。

比如，有的家庭在分厨余垃圾时，将袋装
甜面酱、瓶装辣椒酱、牛奶瓶等都扔进了
厨余垃圾桶。正确的分类方式，应该是将
瓶子、 袋子清洗干净再扔进可回收垃圾。
改变这类居民生活习惯， 靠耐心的宣传、
长时间的监督。

对于日常监管，专家建议加强各方互
相监督。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邓
建平说：“市民投放垃圾，由物业监督指导；
物业是否在垃圾箱房分类存储垃圾，可由
市民监督；垃圾运输车如果发现小区垃圾
分类没做好，可以督促物业分类；同样，物
业可以监督运输车是否‘混装混运’。”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说：
“垃圾分类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需要
持之以恒、循序渐进、不断投入、久久为功
地抓下去。”

(据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 � � �早在2000年， 垃圾分类工作就已启
动，由8个试点城市，再到46个重点城市，
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及面逐步推进。

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
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首批
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

2018年初， 住建部印发通知， 要求
2018年3月底前，46个重点城市要出台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明
确年度工作目标，细化工作内容，量化工
作任务。

2019年起，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
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
长张乐群介绍， 目前，46个试点城市均制
定了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其中近30

个已出台垃圾分类相关法规条例或管理
办法， 明确垃圾分类链条上各相关方责
任。已有22个城市由市委书记或市长担任
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各城市都开
展了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

张乐群说，上海、厦门、深圳、杭州、宁
波、北京、苏州等城市，已初步建成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体系。

与此同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卫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海云表示，目
前，全国总体的垃圾分类覆盖范围还很有
限，一些城市仍停留在基础层面，现行的
46个重点城市仅占全国城市数量的7%左
右， 同时这46个重点城市的进展不平衡，
有的城市群众在垃圾分类方面的获得感
并不强。

� � � � 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上
海垃圾分类正式迈入“强制时代”。当日，针对不规范
分类，上海执法部门开出623张整改单。

“垃圾不分类，城市两行泪。”作为消费者，每个人都
在制造垃圾，而传统的焚烧、填埋等处理方式导致了大
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当前不少城市所面临
“垃圾围城”之痛再次凸显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可以
说，垃圾分类问题不仅关乎民生质量，也事关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不仅是社会精细化管理的标志，也是建设生
态文明的具体举措。

事实上，对于垃圾分类问题，国家早就开始重视。
2000年，全国启动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但成
效并不明显。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垃圾分类长期以来是
以倡导教育鼓励为主，缺乏法律的强制约束。很多人不
是不知道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但因为缺乏强制性，垃圾
分类陷入了可干可不干的尴尬境地。不少人嫌麻烦、图
省事，将垃圾一股脑儿扔了了事。

推动垃圾分类落地，倡导教育鼓励不可缺少，但
更需要法律的刚性约束， 让垃圾分类不再是可干可
不干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必须为之的行动。

2017年，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实施方案》要求，46个城市将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
类，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
准体系。北京、杭州、广州、深圳等地均纷纷出台措施，明
确垃圾分类责任，加大处罚力度。目前，长沙市也出台
《方案》，明确10月底前实现全市所有社区单位垃圾分类
全覆盖。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乃大势所趋。

纵观各国，垃圾分类已成为文明生活的新时尚。
如日本自二十世纪60年代反公害运动以来就注意垃
圾分类问题，垃圾分类标准直观、灵活且符合社会公
众认知习惯，由社区公益组织负责管理和监督，效果
良好。挪威建立垃圾回收分类系统，教育居民自觉建
构垃圾分类的文明行为。

垃圾分类即将“开考”，期待上海能交出优异答卷，
引领更多地方垃圾分类立法和法律的细化落实， 推动
垃圾分类迈入“强制时代”，最终点燃生态文明之光。

期待垃圾分类
迈入“强制时代”

肖丽娟

� � � � 长沙作为全国46个生活垃圾强制分类重点城市
之一，一直在不断探索。根据《2019年长沙市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方案》要求，今年，长沙将全面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减量， 实现全市633个社区生活垃圾分类
全覆盖，同时，区县（市）要引导居民按照“干湿分类
为主、四分类为辅”的原则，根据设施设备情况准确
投放。另根据长沙垃圾分类推进时间表，10月底前全
市将实现所有社区和单位垃圾分类全面覆盖到位。

（据7月1日《三湘都市报》报道）

10月底前长沙所有社区单位
垃圾分类全覆盖

新闻链接

� � � �图为上海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宇泰景苑”小区的垃圾分类宣传墙（6月24日摄）。 新华社发

由点及面19年逐步推进，有的城市群众获得感不强1

� � � �记者调查发现，分类知晓率低、分类
投放准确率低、资源利用率低等“三低”问
题，是垃圾分类的“拦路虎”。

在北京市南三环的一个小区， 居民李
大爷提着一袋厨余垃圾走到楼下， 面对标
有“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垃圾桶，毫不
犹豫地将袋子扔进了“其他垃圾”桶内。像李
大爷这样的居民仍是多数， 有的居民表示
“不知道要分”，有的说“不知道怎么分”。

北京市城管委主任孙新军说，2000年，
北京市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垃圾分类收集试
点城市，北京市有30%的街道、乡镇创建了
100个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北京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已经列入2018-2020年
立法规划。 新修订的条例将不光对单位，也
将对个人明确垃圾分类责任。

但目前， 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准确投
放率较低。“在实行垃圾分类的小区，厨余
垃圾理想状态应该至少分出20%的量，实
际仅为5%。”北京市城管委环卫处相关负
责人说。

“最难的是分类的正确率，真正能达标
的只有30%至40%。” 参与合肥市垃圾分类
试点运营的一家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外，“混装混运”打击了一些市民垃
圾分类的积极性。“好不容易分好类，垃圾
车混在一起就拉走了，完全白干了！”北京
市民王女士表示。

合肥试点地区的一位街道干部反映，
由于缺乏处理场所，日渐增多的餐厨垃圾
“无处可去”。此外，有毒有害和大件垃圾
的末端处理也往往“没有着落”，最终与其
他生活垃圾混在一起，挫伤群众的垃圾分
类参与热情，影响分类体系建设。

记者调查发现，对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的处理，不少地方是空白；在可回收物
中，高价值的有机构愿意回收，低价值的
少人问津， 且专门回收机构分散不均，难
以满足处理需求。按照国家要求，生活垃
圾分类处置网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应
是相融的，但现实中这两张网的衔接时有
断点、堵点，造成“混为一团”。

知晓率低、投放准确率低、资源利用率低2

如何破解政策落地难题3

天下微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