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众意识咋提升

垃圾分类看似是生活中的小事、
琐事， 但在社会组织实施方面却是大
事、难事。只有全社会共同参与，才能让
垃圾分类相关规定真正落地。 对此，条
例提出，要广泛开展社会动员，推动全
社会共同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同时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鼓励
措施，促进单位和个人形成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的良好行为习惯。

为了提升居民主动分类意识 ，铜
陵市将每年 11 月确定为生活垃圾分
类宣传月、11 月 11 日为宣传日， 动员
群众广泛参与。 并从全市 278 个党政
机关等公共机构入手， 带头实施生活

垃圾强制分类 ，同时 ，组织 6.5 万名公
共机构工作人员登记成为生活垃圾分
类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宣传、督导等
志愿服务。

“如今，铜陵城区全面实施撤桶并
点、桶边值守、现场督导，并建立定期入
户、扫楼走访、积分兑换、奖惩公示等相
关制度 ，帮助市民群众 ‘分得清 、投得
准’。 ”周江磊介绍，铜陵市民垃圾分类
投放参与率达到了 95%以上。

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工作， 需要
常抓不懈。 在工作推动中，既要正面引
导做到“疏”，也要引入处罚注重“堵”。
对于违反垃圾分类处理规定的单位和

个人，条例明确了相应的处罚措施。 其
中， 未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
圾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活垃圾
分类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情节严
重的， 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五十元以上二百
元以下罚款。

针对不按规定进行垃圾分类的行
为，在合肥市，已经开出不少罚单。记者
了解到，去年，合肥市出台了生活垃圾
分类地方性法规， 并于当年 12 月正式
施行。 此后，合肥市加大违规处置厨余
垃圾、违法倾倒生活垃圾、垃圾不分类
和混投等行为的处罚力度。 “2021 年全
市共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执法检查 1416
次，教育整改 605 宗，立案 86 宗，罚款
87.37 万元。 ”合肥市城管局相关负责同
志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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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重在引导公众参与
■ 韩小乔

垃圾分类处理是我国在应对“垃圾
围城”困境、资源浪费以及生态环境恶
化问题上的积极尝试。从 2000 年开始，
我国逐步推出垃圾分类试点工作。近几
年， 从国家层面部署到地方出台细则，
垃圾分类工作更快速、更细化、更具体。

垃圾分类意义重大，但推行难度不
小。 与一系列政策措施相对应的是，垃
圾分类在一些地方呈现出 “政府热、公
众冷”的状态。 标有“可回收”“不可回
收”标志的垃圾桶随处可见，但大多数
人并没有按照分类标准投放垃圾。小区

内的垃圾分类厢房智能美观、“五脏俱
全”， 一些居民却无法定时定点分类投
放垃圾，导致乱扔现象频发。 如何促进
公众积极参与，成为当前垃圾分类工作
推进的关键。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垃圾分类要让
公众愿意参与，首先要做好政策设计、法
律制定、责任明确、奖惩标准划分等方面
的工作。如果制度设计不合理、责任不明
确、衔接有问题，垃圾分类就难以有效推
行。比如环卫公司的清运能力参差不齐，
有的企业管理不到位，甚至半夜混运垃
圾，不仅让前端工作成了无用功，还打击
了认真分类的居民积极性。 只有健全垃

圾分类的相关法律制度，从前端到后端
“全链条”发力、“闭环式”管理，确保分类
投放、收集、清运环环相扣，才能让公众
从心理上认同垃圾分类。

现实中， 不少小区采取垃圾分类
“积分兑换”的方式吸引公众参与，取得
了不错的效果。 但光有奖励还不够，监
督约束也得跟上。强化约束的目的不在
于强迫居民机械式进行垃圾分类，而是
潜移默化培养公众环保意识，把垃圾分
类这一举动变成随手、随时、随地可做
的小事。 比如，发挥社区干部的引领和
带头作用，检查居民是否按照分类标准
投放。 在责任明确的基础上，组建专门

的垃圾分类执法队伍，提高行政执法的
水平和效率。

垃圾分类的最终效果及长久发展，
靠的还是公众主动参与，这取决于公众
环保意识的提升、 分类知识的掌握程
度。事实上，推动垃圾分类的过程，是一
个培育公众责任感和公德心的过程。一
些人知道垃圾分类重要，但有时“懒”字
当头、 不愿花精力和时间学习分类知
识。 一些人知道垃圾有多种分类方式，
但要将各种各样的抛弃物准确归类也

并非易事。相关部门不仅要广泛宣传垃
圾分类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积极影响，从
垃圾减量上加以引导，促使公众责任内
化， 更要在普及环保知识的过程中，细
化垃圾分类知识点，让公众听明白易掌
握，不断提高公众垃圾分类操作能力。
同时在理念上要以绿色生活方式引领

现代公共生活，促使公众从“要我分”到
“我要分”，让垃圾分类落地生根。

■ 本报记者 范孝东

记者： 立法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有哪些背景？

曹林生： 生活垃圾分类是改善城
乡人居环境，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反映
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我
省全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合肥、
铜陵作为国家试点城市率先开展 ，
2019 年设区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全
面启动， 我省农村地区也在大力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 在农村已配备环卫保
洁员 14 万余人，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
系基本建立。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
订的固废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可
以结合实际， 制定本地方生活垃圾具
体管理办法， 中央深改委第十五次会
议明确要求有条件的地方要加快生活
垃圾管理地方立法工作。目前，全国已
有 11 个省份完成该项立法，长三角地
区中， 上海和浙江均已出台垃圾分类
省级地方性法规， 我省 5 个设区市也
先后立法。为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对接
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 在总结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制定一部涵盖全省、统筹
城乡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省级地方
性法规非常必要。

记者： 条例对农村地区生活垃圾
分类作了哪些规定？

曹林生：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具有
自身的特殊性， 为了探索适合农村地
区的简便易行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模
式， 建立与农村实际相适应的生活垃
圾管理模式， 条例对推进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作了如下规定： 一是由省
农业农村、 乡村振兴主管部门负责探
索具有农村特色的垃圾分类方法，建
立以县域或乡镇为基础的资源回收利
用体系； 二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筹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在城
乡结合部、 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和其
他有条件的地方， 建立城乡一体的生
活垃圾管理模式；其他地区因地制宜，
就近利用或者妥善处理生活垃圾；三
是农村应当设置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
的收集容器， 根据需要集中设置可回

收物、有害垃圾的收集容器；四是在农
村推行垃圾源头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通过鼓励农村就近就地对厨余垃圾进
行资源化利用，设立“生态美超市”以
垃圾兑物等形式， 促进农村生态环境
改善，层层压实，步步推进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的开展。

记者：目前，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进展如何？下一步，如何做好条例的
贯彻实施工作？

汪恭文： 近年来， 我省坚持补短
板、强弱项、建机制，全面推进垃圾分
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合肥市、
铜陵市作为国家试点率先开展， 全面
落实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投放、分类收
运、分类处理等各环节工作任务。合肥
市新建了 2 座日处理能力共 1400 吨
的厨余垃扱项目， 投入 7 亿多元专项
用于建设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 铜陵
市着力推进垃圾分类扩面提标工作，
建成区 20.4 万户居民投放设施覆盖
率达 100％。 同时，选择淮北、滁州、宣
城、池州、马鞍山、芜湖 6 个市开展省
级试点，并及时总结推广试点经验，积
极推进其他地级市建成 37 个垃圾分
类示范片区。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有分
类投放(收集)点 42357 个，投入分类运
输车辆 3691 辆， 已有 4778 个小区 、
313.9 万户居民以及 2129 所学校开展
垃圾分类工作。 全省投入运行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 101 座，日处理能力达 5.7
万吨。已有 11 个市建成运行厨余垃圾
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 2195 吨。

下一步，我们将利用各类媒体、多
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 向群众介绍条
例的颁布实施和主要内容， 组织专题
培训班，要求各设区的市、区和街道办
事处年底前至少开展一次培训， 对条
例进行全面深入宣讲。强化带头示范，
各级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要带头学法
用法。持续加大街道、社区基层宣传工
作力度， 压实物业服务企业等管理责
任，普遍开展入户宣传活动。开展垃圾
分类执法检查，特别是对拒不分类、混
装混运、 无资质收运等行为依法依规
进行查处。

制定《安徽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有哪些背

景？如何确保条例贯彻实施？11月 19日上午，省人大

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条例相关情况———

健全法治保障 推进垃圾分类

对话人：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曹林生

省住建厅二级巡视员 汪恭文

@ 刚柔 v： 对垃圾分类立法，很
有必要。 立法后，对垃圾分类管理，才
有法可依，惩治才有据。 同时，还应大
力宣传，要让人人知法、懂法、守法。

@ 芬达 lee：徒法不足以自行，要
加强法律宣传，引导居民使用 ，才能
让这个好政策真正落地。

@ 庐州微晓生： 垃圾分类不是
立法就能解决的 ， 关键要改变人们
的生活习惯 。 一方面要把分类设施
建好用好，倒逼人们进行分类 ；另一

方面要做好宣传引导 ， 强化群众主
动分类意识。

（本报记者 范孝东 整理）

·微话题·

11月 21日，本报法人微博发布话题“立法
能让垃圾分好类吗”，引发网友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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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很多人都还是混
着投，现在好多了，起码厨余
垃圾能和其他垃圾分开了。”

———铜陵市铜官区五环

国际小区垃圾分类督导员李

存英

● “区里以建设运营一体化
的形式进行招投标， 规定设
施建成后， 建设方继续运营
一段时间， 然后再移交给小
区物业。 ”

———浙江联运环境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尹珂

● “铜陵市民垃圾分类投放
参与率达到了 95%以上。 ”

———周江磊

● “2021 年全市共开展生活
垃圾分类执法检查 1416 次，
教育整改 605 宗 ， 立案 86
宗，罚款 87.37 万元。 ”

———合肥市城管局相关

负责同志

● “去年就把原来楼栋旁的
垃圾桶撤了， 建了这个分类
投放点。 ”

———合肥市民张凯强

● “有居民担心， 垃圾在小
区分好了，运输、处理还是会
混在一起。 ”

———铜陵市城管局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中心主任周

江磊

11月 19日，《安徽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明年 5月 1日起施行。 条例对生活垃圾分类
作了哪些规定，贯彻落实条例还需做好哪些基础工作———

垃圾分类立法 先要解三道题
■ 本报记者 范孝东 刘洋

分类设施有没有

11 月 19 日下午， 张凯强拎着两包
垃圾从楼上下来，在小区的垃圾分类投
放点，他把一包装着外卖盒和剩饭剩菜
的袋子投进标有“厨余垃圾”字样的垃
圾桶，另一包则投进了标有“其他垃圾”
字样的桶内。 “去年就把原来楼栋旁的
垃圾桶撤了，建了这个分类投放点。 ”张
凯强说。

张凯强住在合肥市蜀山区五里墩
街道陈村路社区的国祯广场小区。 “该
小区是五里墩街道首批实施生活垃圾
分类的小区之一，去年 7 月 8 日正式运
营。 ”陈村路社区党委副书记刘复兴介
绍，生活垃圾分类实施后，社区自去年
5 月开始组织辖区小区撤桶并点工作，
目前已建成 13 个垃圾分类投放点，运
营 5个。

在小区内建设垃圾分类投放站，推
动居民进行源头分类，是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的基础。对此，《安徽省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条例》规定，新建、改建或者扩建
住宅、公共建筑、公共设施等建设工程，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套建设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已有的生活垃圾收
集设施不符合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的，应
当予以改造。 这意味着，此前小区分散
在各处的垃圾桶必须被撤掉，按照新规
建设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

我省合肥、 铜陵两市曾入选全国
推进垃圾分类先行先试的 46 个重点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起步较早，许
多小区都建有垃圾分类投放站。据悉，
合肥市从去年 10 月开始，计划分批建
设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 4311 座，截至

目前， 全市已建成分类集中投放站点
3242 座。

除了要配套分类投放点，条例对生
活垃圾分类运输、 处理也作出详细规
定，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活垃圾分
类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对生活垃圾
进行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

“有居民担心，垃圾在小区分好了，
运输、处理还是会混在一起。 ”铜陵市城
管局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中心主任周江
磊介绍，根据不同性质的垃圾，铜陵市
在运输与处理上坚持“四分法”：厨余垃
圾以“公交路线”方式，由特许经营企业
每日定时到交投点单独收运、 集中处
理；可回收物，与专业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集中分拣再利用；有害垃圾，定期交
由危废经营企业处置；其他垃圾，依托
铜陵海螺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理生活垃
圾项目，进行分选、粉碎、焚化，做到无
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处理。

日常运营谁来管

垃圾分类设施建好了， 谁来管理、
如何运营，是现实中一大难题。

就如何落实垃圾分类管理责任，条
例明确了九类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
责任人，覆盖城市住宅小区、机关企事
业单位、公共场所、道路交通设施、村庄
等。其中规定，城市住宅小区，实行物业
管理的，物业服务企业为责任人；实行
自我管理的，由业主委员会负责；未实
行物业管理且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居
民委员会（社区）为责任人。

为推动垃圾分类投放， 铜陵市建立
了垃圾分类督导员制度， 负责垃圾分类
投放站的日常管理工作。 铜陵市铜官区
五环国际小区共有住户 1400余户，共建

设了 8个垃圾分类投放站， 物业工作人
员李存英分管的是 1号站点。

“厨余垃圾倒在绿色的桶里，倒完
之后方便袋要放入灰桶。”11 月 17 日一
大早，记者在小区采访时，李存英正在
指导一位居民投放垃圾。 她告诉记者，
督导员每天要对垃圾桶进行清洗 、消
毒， 还要在早晚垃圾投放的高峰期，指
导小区居民正确分类投放。 “刚开始很
多人都还是混着投，现在好多了，起码
厨余垃圾能和其他垃圾分开了。 ”

而在合肥市蜀山区，许多小区垃圾
分类投放站的管理工作目前以外包的
形式，交给专业公司负责。 “区里以建设
运营一体化的形式进行招投标，规定设

施建成后， 建设方继续运营一段时间，
然后再移交给小区物业。 ”浙江联运环
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尹珂告
诉记者， 公司在五里墩街道承建了 26
处分类投放站点， 每个站点派专人值
守， 引导和帮助居民实施垃圾分类投
放 ，每天进行卫生清洁 、消杀 、除臭等
工作。

不过，记者了解到，由于担心增加
工作量和成本， 当前物业方对接手小
区垃圾分类投放设施并不积极。 一些
小区虽然建有投放站， 但因为无人管
理，迟迟用不起来。 “还是要动员物业
参与进来，前期可以采取奖补的方式，
激发物业的积极性。 此外，我们会依托
志愿者，引导居民做好源头分类，还打
算与小区拾荒者合作， 让他们来管理
站点。 ”合肥市一位城管部门工作人员
如是表示。

1111 月 1199 日，，合肥市瑶海区七里站街道联合区城管部门在长江 118800 艺
术街区开展瑶海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启动仪式。。 图为城管人员向居民介
绍垃圾分类知识。。 本报通讯员 姚兴军 李璐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