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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田林街道田林十二村是住宅

小区综合治理及“智慧公安”建设试点小

区，经过三年多努力，小区居住环境面貌、

品质及治安水平等均得到显著提升。去年

3 月 28 日以来，这个试点“专业户”又多

了一项任务———垃圾分类试点小区。

经过一年攻坚，田林十二村生活垃圾

分类成效令人叹服———2078 户 6000 余

名居民，其中约 95%自觉分类、约 90%定

时定点分类投放垃圾，补上了社区精细化

治理最后一块“短板”。 “生活垃圾分类要

改变居民的生活习惯确实难，但我们做好

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社区基础很好，剩下

的 5%和 10%，我们有信心一点一点加以

攻克。 ”负责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的田林十

二村党支部书记赵国庆说。

小区随处可见垃圾分类元素

走进田林十二村，只见主道路宽阔整

洁，公共绿地葱茏，楼前车辆停靠有序，健

身点内老少惬意……这个建于上世纪八

十年代的老小区“驻颜有术”。也正因为具

有良好的底子，这里才得以成功入围徐汇

区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小区。

前两个试点都是抢手的民生福利，垃

圾分类这个新试点项目怎么看都像是个

“烫手山芋”———刚开始时，阻力和障碍确

实不小。 很多居民觉得分类垃圾多此一

举：太烦了，多少年的习惯怎么可能说改

就改？ 周边小区都还没开始分类呢，为什

么要我分？我分了别人没分，凭啥呀？质疑

声不断，甚者还有人故意乱扔乱投。

田林十二村配足人力开始“跨栏”。居

委会、物业、业委会协商达成共识，下定决

心协力推进垃圾分类：首先，开展广泛宣

传，在小区草坪插上生动有趣的垃圾分类

知识宣传栏，车库外墙刷上分类宣传画和

倡议书， 电子显示屏循环播放分类内容，

宣传栏张贴分类常识，群众团体、党员、楼

组长和居民代表的各项活动都要宣传垃

圾分类，学生寒暑假活动则是“大手牵小

手”学习垃圾分类主题，还邀请专业社会

组织为居民培训分类方法。田林街道网格

中心副主任、绿化和市容管理所所长刘鸿

飞说：“这里有抬头可见、经常听到垃圾分

类的浓厚氛围。 ”

社区 40 多名志愿者和所有居委会干

部每天轮换值守小区六个垃圾厢房，每个

点位两人，宣传、引导、监督、指导居民提

前分类垃圾并分类投放；社区在职党员周

末两天参加值守。 无论刮风下雨、酷热严

寒，志愿者都要到岗，一直坚持至今。

志愿者耐心，居民习惯了“两定”投放

开始垃圾分类前，田林十二村逐个改造六个垃圾厢房，合理

设置内部空间，升级外部环境，贴好分类知识标识、宣传语和各

种提示。 新厢房是全封闭式，不仅美观，更减少异味。 每天 6 时

30 分至 10 时、17 时 30 分至 20 时 30 分， 所有四类垃圾窗口全

部开放，居民定时定点分类投放，过时垃圾厢房就会锁上。

“两定”投放便于管理，但很多居民刚开始挺难适应。 因此，

非投放时段，志愿者和居委会干部也会守在岗位上。 “第一次碰到

有居民在垃圾投放时间之外来扔垃圾，我们先收下，但要反复提

醒、宣传‘两定’，一般一两次后，居民就记住时间了。”赵国庆说，志

愿者很有耐心，居民慢慢也习惯了。 居民杜先生有次在非投放时

段去厢房扔垃圾，志愿者帮他投进去，并提醒他要按“两定”投放；

第二次过了时间再去，他又碰上这位志愿者，没等对方开口他便

拎着垃圾回家了，“志愿者那么认真，我没理由跟人家争。 ”

在垃圾厢房管理上，田林十二村也花了不少细心思。 开始分

类不久，小区楼道的门禁卡就增加了新功能———可以定时刷开厢

房所有投放口；不仅如此，门禁卡还和绿色账户对接，湿垃圾投放

口打开，账户就可直接积分。 一卡多用，平台互联，管理智能高效。

不断探索改进各项措施

一年来，社区治理“优等生”田林十二村始终在努力改进。

“居委会干部守在垃圾厢房前，业委会、物业多次找居民开会、问

询，都是为了听意见，很多点子是居民提出的。 ”赵国庆介绍，为

方便居民雨天撑伞分类投放，垃圾厢房前装了雨棚；有些白领早

晨破袋投放湿垃圾后，要去吃早饭上班，厢房旁便加装了感应洗

手池，配上洗手液。

为提高垃圾分类实效， 这个售后公房老小区还在每个垃圾

厢房都安装了两个摄像头， 在每个湿垃圾投放窗口安装小摄像

头，记录分类投放行为和湿垃圾分类质量。“后台可以追溯源头，

不规范投放都能查到———被查到多难为情啊，大家都很自觉。 ”

赵国庆说，徐汇区垃圾清运车也会监控分类质量，如果不合格会

向小区反馈。 分类至今，田林十二村的分类质量一直不错，没收

到过警告。 小区 6 号垃圾厢房保洁员杨阿姨在此工作 18 年，据

她观察，近一年来，非“定时”时段投垃圾的居民越来越少，绝大

多数居民都很配合在家分类、定时定点投放，“小区环境好，大家

都开心，其他小区的人也会来参观。 ”

据介绍，田林十二村房屋出租率约为 30%，还有很多上班

族晚归晚起，容易错过投放时间；接下来，小区会想更多办法，为

他们分类投放扫清障碍。

提高精细化服务水平，让城市更具人文关怀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 今年将深入推

进新型城镇化， 坚持以中心城市引领城
市群发展 ， 继续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和
城镇棚户区改造 ， 保障困难群体基本居
住需求 。 城镇老旧小区量大面广 ， 要大
力进行改造提升 ， 更新水电路气等配套
设施 ， 支持加装电梯 ， 健全便民市场 、

便利店 、 步行街 、 停车场 、 无障碍通道
等生活服务设施 。 新型城镇化要处处体
现以人为核心 ， 提高柔性化治理 、 精细

化服务水平 ， 让城市更加宜居 ， 更具包
容和人文关怀。

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 两会期
间， 上海代表团曾就 “绣出城市管理上海
品牌” 的话题和网友在线互动交流， 智能
化是未来破题的一根绣花针。

代表们认为， 城市精细化管理需要横
向协调统筹好政府各个部门， 纵向统筹好
市、 区和街镇层面的具体工作。 在现有的
网格化管理平台的基础上， 应进一步加强
智能化管理。 同时， 要推进城市管理的立
法工作， 比如生活垃圾分类， 城区综合治

理等方方面面。

看似毫不相关的诸多建议 ， 诠释了
“精细化” 的进程———精细化与市民幸福
感、 获得感、 满意度息息相关， 精细化只
有更好没有最好， 将永远在路上。 其表：

更安全、 更干净、 更有序。 其里： 实现高
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离不开行政管
理人员理念的变化。 代表们建议管理中要
有重视细节的理念； 建议有关部门在日常
行政管理或者执法过程中， 主动发现一些
“粗糙点”， 并在精细化管理过程中加以改

进， 做到 “无缝对接”， 尽量消除管理的
盲点和空白点。

目前， 全市各街道已经启用网格化综
合管理服务， 整合政府、 社会组织及周边
企业、 社区的服务资源， 城管、 市容、 社
会保障等多个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职能
部门也都有专业力量下沉到社区。

代表们说， 要重新规划居民区生活功
能， 引入城市 “有序更新” 理念， 满足居
民群众各类生活需求， 提高人民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

（本报北京 3 月 14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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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祝越

遏制过度包装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我国快递业务量去年达507.1亿件，但一个“老问题”让来自上海邮政的柴闪闪代表担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健全农村流

通网络，支持电商和快递发展。 来自上海邮

政生产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邮政集

团公司上海市邮区中心局上海站邮件处理

分中心邮件接发员柴闪闪， 从这句话中看

到了电商的发展空间， 以及随之高速发展

的快递服务业的未来，“这会在很大程度上

改善农村生活的便利， 会加快城乡商品的

流通，给农村带来长足发展。 ”

来自国家邮政局的统计公报成为了

“佐证”： 快递服务企业全年业务量由 2012

年的 56.9 亿件， 爆发式增长到 2018 年的

507.1 亿件， 增速领跑整个现代服务业。

快递业务量高速发展，令柴闪闪再次为

一个“老问题”而忧心———伴随快递而生的

包装物已经并将持续对生态环境治理造成

巨大压力。 作为一名邮政行业从业者，柴闪

闪聚焦快递业绿色发展，提出建议：从国家

层面加大力度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推动快

递行业由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胶带包装减量不能只靠几
个城市几个企业的努力

党的十八大已经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又将污

染防治攻坚战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目前，部分城市和企业

已经认识到包装垃圾带来的问题， 并朝着

快递包装绿色化方向努力。

比如， 将于今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对上海市经营

快递活动的企业提出了环保包装的要求 。

柴闪闪介绍说，作为快递物流行业的“国家

队”，去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就发布了 《绿

色邮政建设行动三年规划大纲（2018-2020

年）》，在邮政网点推广可降解塑料袋、可循

环包装箱，实行胶带包装减量工作。 但快递

是省际流动的， 仅仅依靠几个城市几个企

业的努力是不够的，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

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个人每个层面的共

同努力。

过度包装对环境治理造成负担

为何快递容易被过度包装？ 柴闪闪分

析了各方原因：

电商平台上，商家要好评，消费者也希

望自己购买的商品受到的保护越多越好 ，

导致快递包装里三层外三层， 有时快递盒

内还有大量气泡类薄膜等难以降解的隔离

物， 有时一个快递的包装占到整个邮件体

积的 50%以上。个人在寄递物品时，也会因

为担心包装箱破损而要求对箱体进行全方

位的胶带及包材覆盖， 产生数倍于商品体

积的包装垃圾。

企业方面， 部分快递企业基于成本因

素， 会优先选用价格低廉的一次性包装塑

料袋， 用户在拆封后会将包装袋随手丢进

垃圾筒。 这种一次性包装袋不可降解， 年

年递增的包装物给城市的垃圾处理带来

负担。

此外， 由于成本低廉， 一些网络平台

上还出现了 “刷单” 现象———很多刷单的

快递里面只有一个纸板 、 纸团或空无一

物， 浪费投递资源的同时还产生了大量的

包装垃圾。

宣传层面， 很多居民的环保意识还不

强 ， 在 “双 11” “双 12” 等网购旺季 ，

这种状况更是格外突出， 时常会看到一团

团的包装垃圾被扔进垃圾筒。 很少有人会

去思考， 那一堆堆缠满了胶带的纸箱包装

塑料袋在塞进垃圾箱以后去向哪里， 会对

环境治理造成多大负担？

从源头上最大程度减少包
装垃圾的产生

柴闪闪建议， 要在源头上加强治理 ，

把绿色包装标准作为快递企业从事快递经

营的准入条件之一， 让快递企业有制度来

约束客户的不环保包装要求， 从而加快推

动包装减量、 胶带瘦身， 推动可循环、 可

降解包装材料的应用， 从源头上最大程度

地减少包装垃圾的产生。

他建议政府部门加大对绿色包装企

业的政策扶持力度 ， 特别是对购买使用

可降解包装材料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资助 ，

加快推动可降解材料的研发和应用 。 可

以借鉴绿色新能源车的推广经验 ， 通过

政策的引导 ， 鼓励企业积极推广绿色的

快递包装。

在加强执法引导作用方面， 他建议监

管部门督促快递企业， 从严落实邮件内件

验视规定， 减少快递中无市场价值垃圾的

产生； 建议将电商平台中的快递服务费与

商品价格剥离开来 ， 并制定最低收费标

准， 减少非理性的快递消费现象， 压缩刷

单等不环保快递行为的生存空间。

加大宣传力度方面 ， 他认为社会主

流媒体应运用各种宣传形式 ， 让社会公

众充分认识到包装垃圾对生活环境带来

的危害和负担 ， 从而自觉向快递包装污

染宣战 ， 在快递服务业形成绿色低碳的

新风尚。

（本报北京 3 月 14 日专电）

上海首个区级“城市大脑”已实现45类场景智联应用

“闻” 得到烟雾、 “尝 ” 得出水质 、

“看” 得到危险， 还能感知人眼无法察觉

的重要信息……上海首个区级 “城市大

脑” 正在精细化管理进程中进行尝试。

今年全国两会， 普陀区委书记曹立强

代表带来了依托于 “城市大脑” 的管理模

式———在普陀区全区域 、 全时段采集数

据， 形成独居老人 “四件套”、 燃气泄漏

报警、 违法建筑监控、 电梯运行监测、 垃

圾处置监测、 河道水质监测等 45 类 “智

联” 应用场景， 初步探索形成城区一体化

智能管理。

以应对社区加速老龄化趋势为例， 普

陀区为独居老人提供 “四件套” 智能化服

务设施： 门磁统计门的开合情况， 红外识

别探测老人的活动状态， 无线烟感监测可

能发生的火情， 无线可燃气体监测检查可

能由于忘关煤气发生的燃气泄露。

“今年， 我们将重点推进智能安防系

统建设， 把住宅小区出入口的门禁、 人脸

识别、 探头等系统建设好， 进一步解决好

安全问题。 今后， 我们还将深化数据共享

应用， 通过成立区大数据中心， 依托城市

大脑， 强化各部门数据整合， 做大做深普

陀的 ‘数据湖’， 将感知数据、 政府存量

数据与社会数据进行深度融合应用， 建立

智能分析模型 ， 为城市管理提供智能支

撑。” 曹立强说道。

在上海， “城市大脑” 已开始初步应

用于公共安全、 社区治理等多个方面。 杨

浦区控江路街道、 静安区临汾街道、 浦东

新区周浦镇城运中心等基于社区范围内的

“城市大脑” 初见成效。 其中， 普陀区率

先在全市建设区级 “城市大脑”， 在全区

布设了 10 万个小型传感器 ， 形成了 “智

联普陀” 的智能化工作平台。

曹立强介绍 ， 根据基层实际应用情

况， 今年将进一步优化传感器设置和处置

流程， 并拓展应用场景， 把神经元布点到

更多方面， 全覆盖铺设 “神经末梢”， 消

除感知盲区。 “我们还将增加 20 万个传

感器， 同时共享公安系统的 2000 个视频

摄像头资源， 它们构成了 ‘城市大脑’ 的

‘神经末梢’。 这些遍布小区内外的不起眼

的小型设备， 把感知触角延伸到与群众生

活、 城市运行紧密相关的各个领域， 全时

段、 全要素地采集基础数据。”

曹立强建议 ， 未来 “城市大脑 ” 建

设， 通过建立统一的数据汇聚和数据加工

平台， 采集、 汇聚、 清洗、 沉淀、 储存各

委办局、 企业以及社会公共的各类数据 ，

确保市级、 区级与社区级信息资源对接 、

整合共享， 提升社会治理和城市综合管理

水平。 （本报北京 3 月 14 日专电）

会场直击

■本报特派记者 祝越

代表建言

■本报特派记者 顾一琼

■本报记者 李静

①田林十二村保洁员杨阿姨用自

己的管理卡刷开垃圾厢房投放窗口。

本报记者 李静摄
②田林十二村草坪和绿道上设置

了宣传牌， 向居民普及垃圾分类常识。

本报记者 李静摄
③虹桥街道爱建居民区中华别墅

小区垃圾厢房墙上绘制的垃圾分类处

置信息。 本报记者 袁婧摄

②

①

③
制图： 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