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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垃圾分类这件好事办好
■ 范孝东 李明杰

近年来， 合肥市正在稳步推
进垃圾分类工作， 但记者调查发
现， 合肥一些地方的垃圾分类投
放站点存在建而难用的情况，影
响了垃圾分类进程。

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是

垃圾分类的前端关口，投
放点建后如何管理好

运营好，让其真正发
挥作用，关系着垃

圾分类工作

的成败。 其
实早在 2019
年， 合肥市
就开展探索

小区垃圾定

时定点投放

模式， 并于

去年实施《合肥市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条例》。 截至去年底，合肥市
同步开展垃圾分类设施配置和

氛围营造的小区达 2470 个，首批
442 个定时定点投放站点建成投
用。 今年，合肥市将建立 4000 多
个生活垃圾集中投放站。 从专门
立法到建点数据都可以看出合

肥市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力度

和决心。
从实际情况看， 站点难启用

的主要原因在于管理跟不上。 根
据相关要求， 在前期垃圾分类强
制入轨期间， 每个站点必须配备
专人管理， 但目前很多地方人员
配备难落实。另一方面，由于担心
增加工作量和运营成本， 物业方
对站点启用不积极， 不愿意过早
接手站点管理工作。

把垃圾分类

这件好事办好 ， 除了要做好硬
件建设 ， 相关管理制度等配套
工作也要跟上 。 相关单位应尽
快落实站点专人管理要求 ，在
每个投放点配备值守督导人

员 ，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引入专
业力量参与运营 ， 规范维护和
管理工作 ，让站点真正能启用 、
用得好。 同时，要发挥好物业作
用 ， 加强对物业人员的指导培
训 ，采取奖补激励措施 ，引导物
业参与管理并最终接管站点 。
最后 ，要做好宣传工作 ，加强对
居民的宣传指导 ， 培养居民垃
圾分类意识和能力 ， 引导大家
形成主动进行垃圾分类的习

惯 ， 为顺利推进垃圾分类营造
有利社会氛围。

居民生活“美”起来

■ 本报记者 殷骁

“妈妈年纪大了，准备给她装地暖，
墙角也要包， 防止磕碰。 ”8 月 23 日上
午， 王家梅来到位于合肥市包河区常青
街道仰光社区紫光苑小区的新房， 正和
装修设计师讨论方案。 母亲张俊芝今年
87 岁， 前不久终于分到了回迁安置房，
一家人别提多高兴。

7 月 29 日， 张俊芝一家通过抽签
拿到了回迁安置房。本次安置分房共有
878 套 ，涉及水阳江路 、王下份旧城旧
村改造两个项目的 1100 多名回迁居
民。 拿到新房钥匙已快一个月，每次进
出小区，王家梅仍激动不已。以前，这一
带基础设施建设本就落后，加之不少人
家私自建房，逐渐变成连片城中村。 不
仅线路私搭乱建 ， 而且下水道没有管
网，一到雨天，道路泥泞、污水横流。 “环

境太差，有条件的邻居早搬走了。 ”王家
梅说。

2013 年，旧城旧村改造启动，王家
人很快签字同意拆迁。 “这是我们期盼
已久的大好事。 ”张俊芝说。 这几年，她
和老邻居们非常关心回迁安置房建设，
经常电话询问项目进展。 “大家的热情，
更坚定了我们加快项目建设、造福一方
群众的决心。 ”仰光社区党委委员刘杰
告诉记者。

昔日城中村，旧貌换新颜。 在紫光
苑小区记者看到 ， 一幢幢住宅楼崭新
气派 ，占地 5000 平方米的睦邻中心可
就近为居民提供便捷服务 ， 一路之隔
的街头游园是休闲好去处 。 据刘杰介
绍，为管护好回迁安置小区 ，早在抽签
分房前 ， 相关方面已通过招投标引入
专业物业企业 ，今后将以制度化 、社会
化形式管理小区。

管理跟不上 使用有点难

配备专人管理，是投放点启用的关
键。 今年 2月出台的《合肥市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要求，在前期
垃圾分类强制入轨期间，街道（乡、镇）
应当至少配置 3 名督导员负责生活垃
圾分类督导工作；社区（网格）至少配置
1 名生活垃圾分类专管员； 小区按每
300至 500户配置指导员和志愿者各 2
名，指导员经培训后上岗。不过，目前大
部分投放点都缺乏专门的督导员，这也

是投放点难启用的主要原因。
包河区包公街道城市管理部部长

张俊一告诉记者， 目前居民主动进行
垃圾分类的意识和习惯都比较欠缺，
往往是将大包垃圾拎到投放点一扔了
之。站点必须有专人进行二次分拣，才
能实现垃圾分类， 人工费用是一笔不
小的支出。“如果每个投放点都按要求
配齐人员， 街道一年就需要投入 900
万元经费。 ”

专职人员暂时到位不了，只能让兼
职人员代管。包公街道炳辉社区景城花
园小区规模不大，只有 4栋楼宇、242户
住户，街道在景城花园率先实施垃圾分
类。 在前期“撤桶并点”后，该街道城市
管理部与小区物业积极协商，由物业指
派小区保安兼任垃圾分类投放点督导
员。 不过，兼职人员管理虽然让投放点
用起来了， 但实际操作还存在一些问
题。景城花园物业管理处负责人董光球
坦言， 保安不能一直在投放点值守，没
法对垃圾进行精细分拣。 “遇到混投垃
圾的居民， 保安只能进行言语劝导，专
业性和说服力都不强。 ”

建了投放点

迟迟没使用

日前，合肥经开区明珠湖畔
小区居民陈阿姨向记者反映，她
所居住的小区在今年 ６ 月新建
了垃圾分类投放点，但是 ２ 个月
过去了，该投放点一直迟迟没有
启用。

记者来到明珠湖畔小区，在
小区东南角找到了垃圾分类投放
点。 投放点的投放口被标为蓝、
红、绿、黑四种颜色，分别标注有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
其他垃圾等字样和标识， 投放点
还配备了洗手池、 驱蚊灯和监控
摄像头等设备。 “看起来挺漂亮，
但从来没用过。 ”陈阿姨说。 记
者随机询问了多位小区居民，他
们也均表示不曾使用过该垃圾投
放点，不曾看见他人使用。

去年 12 月 1 日，《合肥市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正式实施，
意味着合肥市生活垃圾分类由倡
议实施进入强制实施阶段。 为了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合肥市于当
年 10 月，在部分小区启动“撤桶
并点”工作，将原楼栋旁的垃圾桶
撤掉，新建垃圾分类投放点，实施
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全市计划分
批建设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
4311 座，截至今年 7 月底已建成
2750 座。 ”合肥市城管局环境卫
生管理处处长夏泽义介绍说。

记者调查发现， 不少小区虽
然建设了投放点， 但却迟迟没有
启用。在瑶海区阳光棕榈园小区，
新建的两处垃圾分类投放点 “大
门紧闭”。 居民尤女士告诉记者，
该投放点还没有启用， 现在居民
们还是把垃圾扔到以前的垃圾桶
里。位于滨湖新区的江山印小区，
垃圾分类投放点也迟迟没有投入
使用。

包河区包公街道内已建设
88座垃圾分类投放点，但截至今
年 8 月中旬， 真正启用的只有 9
座，启用率在 10%左右。 “投放点
建起来快，但建后如何尽早用起
来，是当下的一个难题。 ”包公
街道城管部工作人员表
示 ， 垃圾分类还处
于初始阶段 ，很
多 小 区 对 投
放点启用并
不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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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家园·

�� 合肥市正在部分小区启动““撤桶并点””工作，，计划分批建设
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建成后的投放
点存在““启用难””问题——————

分类投放点为何启用难

社会齐参与 方能见成效

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是垃圾分类
工作的第一道关口，把投放点建好管
好用好，既能推动居民形成垃圾分类
的意识和习惯，还能为中端分类运输、
末端分类处理打好基础。

位于瑶海区明光路街道的和平家
园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于今年 4 月正
式启用。每天早上 6 点半，督导员张淑
琴都会在投放点前值守， 指导居民分
类投放。对于一些分类不充分的垃圾，
她还会进行二次分拣。 张淑琴介绍，
投放点启用以来，每天可收集厨余垃
圾 180 斤，其他垃圾近 600 斤。

“启用前期 ，必须要有专人管理
维护，不然难以发挥作用。 ”夏泽义介
绍，从实际情况看 ，如果没配管理人

员 ，即使投放点启用了 ，也难以实现
垃圾分类目标，如果小区安排了专人
值守维护 ， 垃圾分类率将能达到
90%。“下一步，我们会召开推进会，动
员各个区、街道、社区积极行动起来，
按照每一个点位 2 名督导员和 2 名
志愿者的标准配备值守人员。 以半年
为期 ，等居民习惯逐步养成 ，在确保
垃圾分类成效基础上逐步减少配置
数量。 ”夏泽义说。

目前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 ，小区
垃圾分类投放点的建设、启用主要是
由街道城管部门负责推动。 然而，小
区的垃圾分类投放点最终要移交给
物业管理，只是由于当前管理体制没
理顺，物业不愿意接手相关工作。 张

俊一认为 ，投放点启用前期 ，也要动
员物业参与其中。 张俊一建议：“要对
物业进行培训指导，让他们熟悉相关
工作。 对于愿意参与投放点管理的物
业 ，可给予一定的奖补 ，提高他们的
工作积极性。 ”

“垃圾分类要提升居民主动分类
意识 ， 发动大家积极参与才是关
键。 ”在安徽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所
长李玉成看来 ， 小区居民是垃圾分
类的主体 ， 也是用好管好投放点的
积极力量 。 如果居民能够主动进行
垃圾分类 ， 就会降低投放点管理运
维的难度和成本 。 他建议 ，街道 、社
区要做好宣传工作 ， 将垃圾分类知
识宣传到各家各户 。 比如在小区开
展一系列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趣味
活动 ， 也可以采取垃圾分类积分兑
换物品或者提现的办法 ， 调动居民
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明杰 本报记者 范孝东

社区党建“强”起来

■ 本报记者 李浩

本报通讯员 倪心怡

“如今，咱们小区的道路变宽了，居
民的车辆有地方停了， 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功能室也增多了、亮堂了……”谈起社
区面貌发生的巨变， 宁国市南山街道白
云社区副主任唐英感慨颇多。

白云社区居民小区基础设施薄弱、
群众日常诉求多、社区党组织凝聚力弱。
自宁国市委第一巡察组进驻后， 通过访
民情、听民意，亲自为社区“把脉会诊”，
找出了诸如党组织战斗力和执行力不
强、党员管理不到位、党员群众参与度不
高等 25 项问题。 此后，又专门对社区存
在的各项问题整改， 并对社区未来发展
对策给予指导。

针对社区干部被行政事务所困、深入
群众频次较少的问题，巡察组指导社区结
合实际制定“民情二四走”群众走访制度
（即每周二、周四为固定走访日），拉近与
群众之间的距离。 针对党员发挥作用不
大、党组织力量薄弱的问题，巡察组多次

找部分社区党员开展面对面谈心谈话，
到多个市直单位争取资源，创新建立“一
呼百应”服务模式，通过推行“居民点单、
社区下单、党员接单”的服务形式，广泛
收集社情民意、及时处理群众诉求，有效
激发党员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
通过巡察组的帮助指导， 白云社区解决
了一件又一件难题， 社区干部的精神面
貌和工作作风也有了质的改变。

“巡察成果运用是广大党员干部和
人民群众关注点之一。群众来到社区，就
如同回到了家， 这正是我们开展巡察最
终想要达到的目的。接下来，我们将继续
积极探索有力有效的巡察工作方式方
法，将全面从严治党的触角延伸到基层，
用实际行动回应广大基层群众的期盼。”
宁国市委第一巡察组组长罗华斌表示。
截至目前，白云社区通过“一呼百应”平
台解决社区问题和群众诉求 12600 余
件， 号召 236 名党员和 400 余名群众常
态化参与社区治理， 修缮老旧小区 13
个，建设停车场 16 个……实现了巡察后
完美的“嬗变”。

老旧小区“新”起来

■ 本报通讯员 汪茜茜 郑茹

吃过早饭， 合肥市阜南路 151 号小
区居民梁秀玲便抱着小孙女在楼下散
步，这里地方不大，却干净整洁，孩子们
追逐嬉戏， 大人们聊天拉家常……一片
欢乐祥和的景象。

“要不是小区改造了，又引入物业管
理，都不敢带小孩下楼玩。 ”梁秀玲说，以
前小区环境差，乱停车，没有一个空地方，
外来车辆随意乱入，还非常危险。 自打实
施老旧小区改造、 引入专业物业管理，小
区焕然一新。 道路整洁、花繁叶茂、秩序井
然。 “现在都划了固定停车位，我儿子再也
不担心下班迟回来抢不到车位了。 ”

合肥市三孝口街道位于合肥老城
区，该街道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我为群
众办实事”的重要内容，推进城市环境卫
生治理，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幸福
感和满意度。 合肥阜南路 151 号小区作
为老旧小区，一共有 10 栋楼，属于 3 家
单位宿舍，基础设施落后，环境较差。 去
年， 庐阳区实施老旧小区改造， 阜南路
151 号面貌焕然一新， 不仅环境卫生得
到美化，还安装了智能门禁系统。 然而，

由于没有物业管理，门禁难以启用，院落
停车等问题仍旧困扰小区居民。

今年 4 月， 三孝口街道杏花社区党
委牵头，组建由老党员、居民代表、楼栋
长、片区民警、社区专干组成的居民议事
协商小组，多次召开居民议事会，深入了
解居民群众的诉求， 积极引入社会化服
务管理。

通过各方努力，今年 6 月，合肥鑫帝
物业正式进入小区。“因为老旧小区长期
没有物业管理，没有收取过物业费，在社
区的协调下，物业公司实行‘先体验后付
费’的模式，以实际的改变，让群众觉得
钱花得值。”杏花社区党委书记董根平告
诉记者。

超出预期的是， 许多居民在体验不
到 1 个月后， 就纷纷主动缴纳物业费。
“我儿子已经提前把一年的物业费都缴
了！”梁秀玲家就是其中之一。“整个小区
物业费收缴率超过 90%。 ” 物业公司经
理谢长玉说。

如今，阜南路 123 号 1 栋楼顶改造、
供销社小区 19 栋加装电梯，在三孝口街
道辖区，一栋栋旧房子“新”起来，一户户
居民笑开怀。

防疫之弦“紧”起来

■ 本报通讯员 王飞 师心魁

“欢迎各位大学生来到社区参加疫
情防控知识志愿宣传活动， 要想做好本
项工作， 首先要熟练掌握有关疫情防控
知识……”近日，亳州市谯城区汤陵街道
灵津渡社区组织辖区返乡大学生， 开展
疫情防控知识志愿宣传活动。 活动开始
前， 社区党委书记朱海彬对大学生志愿
者说。

随后， 大学生志愿者们带着疫情防
控宣传资料，走上街头，走进辖区商超、
药店、快餐店等人员密集场所，向群众和
店铺负责人宣传防疫知识， 特别强调顾
客进店要扫码、登记、测量体温等。“我们
一定按照防疫要求做， 安排专人引导群
众购药，如果有人购买消炎退烧药，必须
先让购买者出示身份证， 并实行实名登
记、实名上传。 ”一药店老板听完防疫宣

传后说。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利用假期为家

乡的疫情防控出点力， 感觉是我们应尽
的义务，也是一次难得的社会实践机会。
我将继续参加类似的志愿活动， 用实际
行动践行志愿服务精神。”铜陵学院会计
系大二学生王浩然说。

据了解， 为开展新冠疫情防控，汤
陵街道组织各社区积极引导辖区返乡
大学生，与社区党员志愿者一起走进居
民小区、各大商超等人员密集地 ，向广
大群众 、 商店负责人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号召大家从自身做起 ，养成尽量少
出门、 出门戴口罩等良好的生活习惯，
齐心协力共同抗疫。 截至目前，各社区
组成返乡大学生疫情防控知识志愿宣
传小分队共计 9 个， 大学生志愿者 180
余人，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志愿宣传活动
40 余场次。

�� 合肥市两处还未启用的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
本报记者 范孝东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明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