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范效应不容低估

智能垃圾箱所在的南翔老街全年人

流如织， 平时每天游客超过一万人次 ，

周末和节假日人更多 。 管理方上海南

翔老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丁晴

喆介绍 ， 这里平日每天产生 20 桶 240

升垃圾 ， 环卫人员早晨来收一次 ； 节

假日和周末一天收两次垃圾， 有时可能

要收 3 次。

今年 6 月前， 老街的垃圾桶一直分

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大类， 不可回收

桶里混杂着干垃圾和各类餐厨湿垃圾等。

6 月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后 ， 街

面垃圾桶按相关要求标配干垃圾和可回

收物的 “两桶式” 垃圾箱， 而 “小木屋”

则是实现了垃圾四分法。

负责收运的清洁工吴红娣告诉记者，

“小木屋” 里的垃圾每天收四五次， “确

实比其它垃圾桶分得好 ， 而且越来越

好。” 每次收完， 她和同事都会把木屋里

外彻底擦抹干净， 保证清洁没异味。

丁晴喆坦言， 一个 “小木屋” 虽然

容量有限， “但其宣传、 引导、 示范作

用不可低估。” 而这也是南翔镇设置智能

垃圾箱的初衷。 负责垃圾分类推进工作

的镇社会事业发展办副主任蔡朝沪介绍，

首批五个智能垃圾箱都放在人流量较大

的公共区域， 另外四个分别设在银翔湖

公园内、 古猗园北门口、 南翔镇文体中

心广场以及新城公馆邻里汇旁， “在窗

口区域的宣传、 示范作用至关重要， 可

以普及分类知识， 鼓励市民游客亲手实

践， 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

聪明的“小木屋”圈了不少粉

来自江苏的林女士日前到南翔老

街旅游 ， 一路边逛边吃 ， 最后走到一

个外形像小木屋的智能垃圾箱前扔垃

圾。 她端详片刻， 用手在开盖感应器前

晃了一下， “屋顶” 便自动翻起， 垃圾

分类中英文提示同步响起 。 木箱里自

左向右摆放着 60 升的湿垃圾 、 干垃圾

和可回收物桶 ， 最右边则是放有害垃

圾的小盒 。 四只桶颜色不同 ， 每只上

面都贴有垃圾名称和标识 ， 桶的上方

轻轻喷撒除臭和消毒水雾 。 林女士把

袋子丢进干垃圾箱后 ， “屋顶 ” 随即

自动放下 。

平时无人投放垃圾时 ， “小木屋 ”

始终紧闭， 没有异味； 外侧装有一个用

防火材料制作的烟灰盒， 顶上装了两块

太阳能电池板 ， 可为语音播报系统 、

“屋顶” 翻动、 喷洒系统提供电力支持。

记者发现， “小木屋” 圈了不少粉

儿 ， 周边时常有游客驻足 ， 好奇观看 。

嘉定区居民谈太青和爱人举着手机转着

圈给它拍照， “这垃圾箱老灵的， 垃圾

分类很环保， 旁边也没有臭味。” 小朋友

们也特别喜欢， 听完语音提示， 看看上

面的垃圾图示， 认真 “对号入座” 将垃

圾扔进桶内。

鼓励垃圾治理科技创新

上海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没有 “旁观

者” 和 “死角”。 按照 《上海市生活垃圾

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 （2018-

2020 年）》， 今年， 静安、 长宁 、 杨浦 、

松江、 奉贤、 崇明 6 个区将整区域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 明年， 黄浦、 徐汇、 普

陀、 闵行、 嘉定、 金山 6 个区整区域推

进； 2020 年， 全市全面整区域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 今年 5 月 1 日起， 本市还在

静安、 徐汇和黄浦等中心城区部分人流

量大的窗口区域试点废物箱垃圾精细化

分类收集 。 “全区域垃圾分类是趋势 ，

我们正在尝试以智能垃圾箱、 播放自制

卡通短片等有声有色的方式， 宣传推广

垃圾分类。” 蔡朝沪说。

嘉定区日前出台生活垃圾全程分类

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鼓励垃圾治理

科技创新 ， 大力推进垃圾治理新技术 、

新设备、 新材料的应用推广， 逐步提升

生活垃圾投放、 转运车辆、 资源化利用

等设施的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 除了智

能设施， 还将在部分小区先行先试， 结

合 “智慧小区” 建设， 利用红外高空抛

物预警装置、 人脸识别系统等， 探索建

立垃圾分类信息化 、 智能化监管平台 ，

提高垃圾治理的精细化水平。

傍晚 5 点半， 天色渐暗， 闵行

区碧江路 329 弄富仕名邸 （一期 ）

居民区两个新改造的垃圾厢房前逐

渐热闹起来———步伐匆匆的年轻人、

步履缓慢的老人、 出门散步的母女，

拎着一袋袋分好的生活垃圾， 分门

别类丢进对应的投放口； 然后在水

龙头下洗把手， 再请守候在一旁的

志愿者刷新绿色账户积分， 驻足闲

聊几句家常后， 各自散去， 一片宁

静和睦。

记者在一旁观察发现， 有毒垃

圾小桶里空着， 其余三大类桶里基

本没有混投的， 尤其是湿垃圾里没

有任何纸巾 、 塑料袋等其它垃圾 。

而且， 居民投放垃圾过程中全程不

用志愿者和物业人员指导。 在家提

前分清、 精准分类投放、 湿垃圾全

部 “破袋” 倒， 居民是怎么做到的？

“两年多蓄力， 今年 7 月发力， 居民

参与垃圾分类非常积极。” 江川路街

道社区管理办主任袁夏平如此总结。

一夜撤掉所有垃圾桶，

定时定点分类投放

首选富仕名邸 （一期） 居民区

试点生活垃圾分类， 江川路街道事先

做过一番调查———这里底子好 ， 成

功几率大。 富仕名邸 （一期） 是建于

2000 年的商品房小区， 510 户居民

中大多为本地居民， 出租房有 52户，

10 户为空关房。 2015 年这里就开始

推行绿色账户， 实行干湿垃圾分类，

鼓励定时定点投放湿垃圾。

今年 6 月起， 江川路街道、 富

仕名邸居民区委员会 、 小区物业 、

环卫清运人员、 可回收物公司及 40

多位热心居民志愿者等组团扑在社

区忙活， 准备垃圾分类的软硬件：把

26 平方米的垃圾厢房升级为四分类

式， 干垃圾和湿垃圾各做两个投放

口，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各做一个投

放口，外加一间两网融合回收服务点

和一个小工具房供物业人员使用。由

于厢房离小区中心较远，街道还在小

区里新增一处垃圾厢房，方便居民使

用；另一方面，居委会干部和志愿者

登门为居民送上 “大礼包”———发放

垃圾分类指导资料，逐户面对面讲解

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垃圾厢房位置和

绿色账户使用方法等，并邀请社会组

织和环卫专家分批培训居民，传授垃

圾分类知识。

准备妥当后 ， 富仕名邸 （一

期） 垃圾分类的开局颇有壮士断腕

之势———7 月 27 日 20:30， 楼前所

有 28 组垃圾桶都被撤除 ， 居民需

在每天 6:30-9:30 或 17:00-20:00 两

个时间段到垃圾厢房投放垃圾。 富

仕名邸居民区党支部书记石晶晶介

绍， 当晚， 撤桶的地方立马摆放上

了好看的花箱， 并竖起垃圾分类宣

传语， 指明垃圾厢房方向， 引导居

民投放。

两周养成
垃圾分类好习惯

尽管是各方面条件不错的 “优

等生”， 富仕名邸 （一期） 最初垃圾

分类的质量还是良莠不齐 。 为此 ，

环卫工人和志愿者每天守在厢房 ，

手把手现场教学， 保证分清了再投

放。 推行两周后， 大部分居民的分

类习惯基本过关， 环卫工人撤去一

半； 一个月后， 环卫工人全部撤走，

居民能够独立分类投放垃圾。 63 岁

的居民志愿者张强华每天守在垃圾

厢房旁 ， 见证了这一变化过程 ：

“一开始有的居民可能嫌麻烦， 在家

没分好就来扔垃圾， 但是两周后好

习惯就逐步养成了。”

最初的一个多月里， 40 多名居

民志愿者和街道、 居委会工作人员

冒着酷暑守在垃圾厢房旁， 除了指

导居民分类， 还记录每家每户的投

放习惯。 “如果三四天都不来扔垃

圾， 我们就打电话问一下， 如果一

周多不来， 就上门面对面沟通。” 石

晶晶说， “我们做了一个定时定点

投放统计数据库， 记录每日投放人

数 、 每户投放次数和质量等数据 ，

分析居民参与度以及不参与的原因；

发现问题， 就主动与居民沟通， 逐

个引导说服。”

通过面对面与居民沟通， 富仕

名邸居委会和江川路街道工作人员

也收获了社区治理 “红利 ” ———进

一步摸清了小区情况， 与居民更加

熟络，可以有针对性地倾注更多力量

关照独居老人、 重症患者等特殊居

民，而居民们也更加热心参与各类社

区事务。

年内布局 26 个
两网融合回收服务点

富仕名邸的垃圾分类有个亮

点———垃圾厢房旁的两网融合回收

服务点，打通了低价值可回收物无处

可去的痛点。服务点可回收生活中大

多数的废旧物品，包括废纸张、废塑

料、废金属、废玻璃、废织物、家电等，

甚至能收旧床垫、旧沙发等大件废家

具 。 “这些大件家具垃圾 ，3 吨的货

车，我们街道一天能拉 15 车。 ”袁夏

平说，“以前这些都由小区物业破拆

后外运，但物业力量不够，实在力不

从心。现在由两网融合服务点兜底回

收，方便多了，居民还可以打热线电

话预约上门收。 ”

运营两网融合回收服务点的上

海兴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谢师傅介绍， 平时回收最多的是报

纸、纸板箱、旧书本、矿泉水瓶和可乐

瓶等， 仅矿泉水瓶一天就能收 10 多

斤，周末更多。此外，大件垃圾和旧家

电每周也有不少。

为推进两网融合，江川路街道多

方协调沟通， 将老江川路 599 号 S4

公路下的一处违法建筑改造成两网

融合中转站， 由兴冬公司在此分类、

储存、 打包社区收来的可回收物，再

中转到再生资源处理公司做进一步

处理。 据兴冬公司副总经理肖晗介

绍，目前，江川路街道已建了 19 个服

务点，今年将增至 26 个，就近服务居

民。 此外，中转站的处理能力也将扩

容，为将来更多居民区和单位分类垃

圾做准备。

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后，富仕名邸

的垃圾厢房颜值更高了，一天清洗两

次，干湿垃圾定时清运，几乎没有异

味。“周边的紫藤新苑、红旗新村等社

区的居委会干部和楼组长都来这里

取过经。 ”江川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王春美说。

值得一提的是，江川路街道正在

下一盘垃圾分类的 “大棋”———按照

“大分流、小分类”的技术路径，探索

建立居民区、 辖区3000 多家大小单

位、 街道广场等全区域所有生活垃

圾 、建筑垃圾 、大件垃圾 、毛垃圾和

绿化垃圾等的全流程分类体系 ，尽

可能实现资源化消纳属地垃圾。 其

中，街道将通过收费调节机制、增加

人力、 加强管理等措施全面推进单

位生活垃圾分类。 街道范围内产生

的建筑垃圾将制成环保砖材用于围

海造田； 大件垃圾将由物业和可回

收企业破拆分解后， 送入资源化处

理渠道； 对于曾经混在干垃圾里的

绿化垃圾，经过源头分类、粉碎后做

成有机肥料还田循环利用， 改善林

地和绿地土壤质量。

闵行区江川路街道在 88 个居民区、 3000 多家单位推行生活垃圾分类试点

■本报记者 李静

■本报记者 钱蓓

虹桥街道发布整区域推进“时尚指南”

立志要做 “全市乃至全国垃圾

分类最好城区之一” 的长宁区虹桥

街道， 近日再度为垃圾分类一事召

开动员大会， 发布 《居民小区生活

垃圾分类操作指南———虹桥方案

1.0》。 垃圾分类是新时尚 ， 虹桥街

道先行一步， 形成了整区域适用的

“时尚指南”。

虹桥街道位于上海中心城区西

面，拥有虹桥开发区和古北新区两张

名片，企业集聚，宜商宜居。 2017 年

初，街道在爱建居民区开展垃圾分类

试点，当年 8 月中华别墅小区完成试

点， 成为第一个实现 95%以上居民

源头分类定时定点投放的小区。这次

试点成为沪上很多社区学习的样本。

与此同时， 虹桥街道对辖区 90

个小区、 71 个企事业单位进行全覆

盖实地调研， 分析整区域推进垃圾

分类的可行性。 “有困难也有优势，

我们最大的优势是党建引领治理基

础扎实， 既有的社区治理网络和社

区动员手段是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

基础。” 虹桥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虹桥街道提出对标一流， “努

力成为全市乃至全国垃圾分类最好

的城区之一”， 要求 90 个小区和 71

个企事业全部达标， 启动整区域推

进 “六个全覆盖” 任务， 也就是箱

房改造全覆盖、 售后公房 “两网融

合” 全覆盖、 各种类型小区定时定

点投放全覆盖、 沿街商铺上门收集

全覆盖、 小区达标创建全覆盖、 单

位达标创建全覆盖。

居民小区形态各异，但总体可分

几个大类，《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

操作指南———虹桥方案 1.0》 区分了

几类垃圾分类主体，确定“一类型一

办法”“一小区一方案”。 比如第一类

的老小区，围绕居民结构、设施条件、

物业水平的“三难”基本问题，重点探

索规模千户以上和开放式弄堂小区

的操作办法———居民自治与党员示

范相结合，志愿行动与专业支撑相结

合，正强化与负强化相结合，两定投

放与分类收运相结合。

这样一来，虹桥垃圾分类的“全

类型”试点拼图有了基本面目。 在此

基础上，虹桥街道提炼了居民小区垃

圾分类的共性工作法，“党建引领下

的三培养·双促进”工作法，“三培养”

指思想—行为—机制的培养过程 ，

“双促进” 指垃圾分类与社区治理双

向促进———不论社区形态如何，这套

工作法对谁都适用。

此次发布的“时尚指南”共有 40

多页，是长久以来各社区、各单位推

进方法的提炼和总结。 记者注意到，

“指南” 不只是思维导图、 工作流程

图， 还有许多鲜活的 “以案说法”例

子。 比如：商品房小区垃圾分类第一

问———楼层撤不撤桶？ 答案是，撤有

撤的做法，不撤有不撤的做法。 华丽

家族小区今年 5 月起一举撤除 300

只楼层垃圾桶，全体业主从此定时定

点投放垃圾； 四季晶苑小区不撤反

加，增添 100 多只楼层垃圾桶，在每

个楼层就地实施分类。

为了垃圾分类一事， 过去一年

间虹桥街道开展调研视察 50 多次，

举行研讨论坛近 20 场， 居民区的动

员更是数不胜数。 街道认为， 垃圾

分类并非只是有待攻克的难题， 同

时还是促进社区 “三驾马车” 协同

运转， 提升党建引领自治水平的良

好抓手。

对于这个形似木屋的智能垃圾箱，市民、游客很感兴趣，孩子们

更是按照图示，“对号入座”扔垃圾。 本报记者 李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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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的垃圾箱
会“说话”

嘉定区投用首批智能设备， 全面宣传推广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

“您好， 女士们先生们， 垃圾请分类！ 湿垃圾放左边， 干垃圾放
中间， 可回收物放右边， 有害垃圾放小盒， 谢谢！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sort the garbage……” 日前， 一个外表古朴雅致却
内藏玄机、 会说中英双语的垃圾箱甫一亮相嘉定区南翔老街双塔旁的
人民街， 就吸引了很多市民、 游客的注意。

类似的智能垃圾箱共有五个， 是嘉定区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减量首
批投用的智能设备， 都设在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区域和景区。 投用以
来， 智能垃圾箱凭借高颜值成了街头新景点， 也因 “聪明大脑” 成为
宣传垃圾分类的生力军， 指导路人准确分类投放垃圾。

垃圾分类，这事成了！
酝酿两年多，凝聚共识全员参与；启动四个月，居民参与率达 95%

■本报记者 李静

类似的

智能垃圾箱

共 有 五 个 ，

是嘉定区推

行生活垃圾

分类减量首

批投用的智

能设备 ， 都

设在人流量

较大的公共

区域和景区。

题图：在富仕名邸（一期）小

区新改造的垃圾厢房前，居民定

时定点分类投放垃圾，社区志愿

者进行现场指导。

上图：在富仕名邸（一期）小

区， 居民定时来到垃圾厢房，把

事先分好类的垃圾进行分类投

放，湿垃圾投放前先破袋，外包

装袋则扔进干垃圾桶。

本报通讯员 徐祎笑 摄

今年以来， 闵行区在大调

研活动中积极推行生活垃圾分

类。 富仕名邸 （一期） 居民区

是江川路街道首批八个试点居

民区中首个 “吃螃蟹者 ”， 7

月下旬正式启动至今， 居民参

与率已达 95%， 湿垃圾也从原

先的日均 0.5 桶增加到日均

六七桶， 干垃圾日均产生量减

少 10 桶。 在推行过程中， 有

关部门不断总结经验， 建立数

据库， 为全区域推行生活垃圾

分类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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