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斜土街道党工委书记、 人大工委

主任黄科说， 垃圾分类是一个基础性

工作， 可以反映出城区的文明素养和

精细化管理水平， 也是改善营商服务

环境的整体要求。 “垃圾分类工作只

有开始 ， 没有结束 ”， 在流动人口较

多、 企业流动性较大的情况下， 需要

防止随时间推移而出现动摇和反弹。

在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区域内的

机关、 企事业单位、 居民区、 区域党

建单位等发挥各方优势， 整合各方力

量， 让社区各类主体共同参与， 站在

全局的高度， “共商共建共治共享”，

一起为改善生活环境而努力， 一起为

绿色发展、 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助力

上海构建 “2035 卓越城市”。

摊开斜土街道的地图， 黄科指着

一片区域说： “街道内 1.8 平方公里

将将规划建设 ‘金融城 ’， 这就要求

我们探索更高标准、 领先世界的垃圾

分类方式， 让中外宾客近悦远来。”

着眼未来，

从全局思考

生活垃圾分类 ， 听起来是一件小

事 ， 但对城市管理者而言 ， 它却是

“最简单的一件难事”。

斜土街道 3.2 平方公里的辖区内，

坐落着 78 个小区 ， 其中很多都是老

旧小区或者沿街的零星小区， 不仅出

租户较多， 而且一些小区没有垃圾库

房。 有的小区空间很小， 连设置垃圾

桶都很困难； 辖区内的商品房大部分

是高层， 又面临着 “高层撤桶” 的难

题……

行动起来， 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的唯一出路。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伊始， 斜

土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就开展了

一系列有声有色的行动———

各居民区 120 个党支部以及 1000

多名志愿者深入到三万余户居民家中

开展面对面、 点对点的入户动员。 去

年以来， 现场引导的志愿者累计出勤

7362 人次提， 提供服务 198967 小时。

。至目前 ，

已建设完成 89 处标准化库房以及 11

处微型库房。 此外， 还开展了两网融

合点位建设以及分类运输工具配置工

作， 保证干湿垃圾分类收运、 有害垃

圾预约收运全覆盖。

去年以来 ，

组织垃圾分类培训工作 104 场、 5220

人次参加， 详细讲解 《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 》、 垃圾分类专业知识 、

志愿者工作要点等。

先后举办 “亲邻

斜土新时尚·垃圾分类总动员 ” 和

“文明之治———亲邻楼组在行动 ” 垃

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 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居民区宣传活动和校园宣传活

动。

斜土城管中队开

展专项检查 1321 次， 处罚 13 起， 对

绿地缤纷城、 正大乐城、 保利时光里

等单位开展上门宣传和培训 9 次， 督

促单位、 楼宇、 园区、 学校、 沿街商

铺落实垃圾分类工作。 2019 年 7 月，

地处大木桥路的一家公司因未将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至相应收集容器内， 被

处以 5000 元罚款 ， 这是斜土街道开

出的徐汇区第一张垃圾分类处罚单。

行动带来了成效。 2019 年， 斜土

街道基本实现垃圾分类 “全面覆盖 、

全民参与、 全过程合格”， 在当年 7-

10 月份全市垃圾分类测评中， 斜土街

道在徐汇区名列前茅， 今年以来， 居

民区和单位的垃圾分类达标率又有了

较大的提升。

斜土街道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时， 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当准备在医

学院路 21 号设置垃圾库房时 ， 遭到

了 101 室阿婆的强烈反对， 原因很简

单， 垃圾库房距离该户居民的窗户仅

3 米。

街道党委、 办事处和楼组长采用

的是人性化的处理方式： 上门反复做

阿婆的思想工作， 同时修补了小区的

围墙 ， 修好了铁门 ， 加装了电子门

禁， 并承诺一天两次收运垃圾， 以此

减少异味。 最终， 阿婆被街道和楼组

长的诚意感动了， 量身定做的钢结构

库房顺利建成。

以情感人， 以理服人， 从细节入

手发挥感召力 ， 用真诚与信任化解

“邻避效应”， 斜土街道在垃圾分类工

作中， 创造出了一个个生动案例和工

作模式———

在垃圾分类工

作推进过程中， 民主协商、 征求居民

意见被运用到了斜土街道的每个小

区。 斜土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黄根选

破解难题，

从情理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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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垃圾分类

工作指示道： “要加强引导， 因

地制宜， 持续推进， 把工作做细

做实 ， 持之以恒抓下去 ”。 徐汇

区斜土街道以党建引领为核心 ，

加强引导有底气， 因地制宜接地

气， 做细做实聚人气， 在老旧小

区较多、 硬件设施比较薄弱的区

域， 创造出了党委领导、 政府负

责、 民主协商、 社会协同、 公众

参与的生动案例， 真正让生活垃

圾分类成为新时尚。

斜土街道的事例说明， 只要

引导和动员好， 把精细化管理落

到实处， 共商共建共治共享， 就

能通过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 人

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把实

事办好， 把好事办实。

实际上， 斜土街道在垃圾分

类工作中仍然在不断实施精细化

管理， 不断破解难题。 斜土街道

今年第三季度垃圾分类工作总结

和第四季度计划中， 工作重点和

难点被一一列出， 详细到了门牌

和里弄， 而洋溢其间的， 仍然是

情、 理、 法的结合与交融。

事实证明 ， 通过科学管理 ，

整合各方资源 ， 多种措施并举 ，

就能逐步形成垃圾分类的长效机

制， 推动居民习惯养成， 最终使

垃圾分类 “内化于心 ， 外化于

行”， 带动居民素质、 城市形象、

社会文明水平的提升和飞跃。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

为人民， 探索永无止境。 城市发

展的美好愿景， 激励着斜土街道

人继续探索， 继续破解难题， 继

续创造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案例，

立足实际， 主动创新， 顺应群众

对于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从人民

生活小事入手， 着力改善城市生

态环境 ， 推进社区精细化管理 ，

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创造宜居宜

业的城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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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攻坚战”到“持久战”

如果建设垃圾分类库房时 ， 距离

居民家的窗户仅 3 米；

如果沿街小区的居民还要去隔壁

单位的库房倒垃圾；

如果辖区内的单位未按垃圾分类

标准投放垃圾；

……

万千 “如果”， 就是万千难题， 如

何化解现实存在的这一道道难题 ， 把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做细做实 ， 培养居

民良好的分类习惯 ， 斜土街道在一次

次的探索中 ， 逐步走出了一条 “共商

共建共治共享” 的精细化管理道路。

党建引领，

从机制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说， “推行垃圾分

类， 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 形成长

效机制、 推动习惯养成。”

如果说， 斜土街道的垃圾分类工

作从去年至今年上半年是 “攻坚战”，

那么， 今年下半年开始就进入了 “持

久战 ”， 长效机制是确保 “持久战 ”

取得胜利的法宝， 而党建引领则是其

中关键。

2019 年， 斜土街道党工委成立了

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工作领导小组， 同

时依托 “亲邻楼组 ” 建设 ， 形成了

“街道—居民区—小区—块区/楼组/楼

层” 的精细化管理层级。 对应社区自

治区域， 建立了新的党小组， 与业委

会党的工作小组互补互推， 形成 “街

道党工委—居民区党总支—党支部—

党小组—党员 ” 的连贯组织动员体

系。

斜土街道创造、 实践的 “党员三

先” 工作法此时派上了大用场。 “党

员三先 ”， 即党员先想 、 党员先议 、

党员先行， 动员党员先于群众树立信

心、 先于群众确立目标、 先于群众身

体力行。 这一工作法通过激发党员群

体在社区中谋发展、 共进步的带头意

识， 动员更多的身边人参与进来， 通

说， 老旧小区具有 “熟人社会 “的特

性， 这样的形态结构需要从情与理的

角度切入， 通过面对面的听取意见民

主协商才能赢得居民群众的支持， 茶

陵路、 零陵路上的几个老小区就是通

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化解了库房建设的

难题。

“金色港湾 ”

社区共有 18 幢楼， 2019 年开始楼层

撤桶， 最初遇到了较大阻力。 居委会

采取先做宣传 、 党员示范 、 。近及

远、 。易后难的策略， 最终只剩下两

幢楼没有撤桶。 而这两幢楼的居民看

到了撤桶楼栋垃圾分类的效果他们也

不感落后， 最终主动要求撤桶， 居委

会顺应民意， 一举完成撤桶工作。

。于居民上下

班时间不一， 容易错过投放时间， 很

多居民将小包垃圾扔在库房门外。 看

到这样的现象， 江南新村居委安排专

人每天在小区巡视清理小包垃圾， 随

叫随到的志愿者也发挥了义务巡查的

职能； 而日七居委则与库房管理员协

商， 请后者每天多值守一小时； 肇清

居委的 7 个支部书记则是带领党员值

守半个月， 直到情况大为改观为止。

斜土绿化与市

容管理所所长王华说， 某小区开门就

是马路， 无法安置垃圾库房， 因此想

引导居民将垃圾投放在隔壁的第三机

床厂库房内。 但问题是： 居民不想绕

远路投放垃圾， 第三机床厂也不愿在

自己的厂区建垃圾库房。 在街道的协

调下， 居民代表与第三机床厂坐在一

起召开了联席会议， 双方最终同意了

这一方案， 达成了 “共商共建共治共

享” 垃圾库房的目的。

无论是利用 “电梯一分钟” 对居

民进行精准宣讲， 还是保洁员针对每

家住户实施垃圾分类 “打分制 ”； 无

论是 “反复说、 时时盯 ”， 还是持续

蹲守、 上门劝导， 斜土街道的各社区

都摸索出了既有共性、 又有个性的一

套方法， 垃圾分类理念自此入耳、 入

脑、 入心。

嘉瑞公寓的一位居民说： “现在

投放垃圾前都要想一想、 看一看我的

垃圾分清了没有适合丢进哪个桶 。”

无疑， 经过一系列的宣导和推进， 居

民们的垃圾分类行为已经 “内化于

心、 外化于行”。

夯实基础，

从行动开始

过组织力量凝聚人心， 形成合力。

景泰居民区福华花苑在高楼撤桶

前， 部分党员表现出了犹豫和畏难情

绪。 为此， 景泰党总支多次召开总支

扩大会议、 全体党员大会及两委班子

会议， 在党员中树立起 “生活垃圾分

类， 看似小事情， 实则大文明” 的思

想理念 ， 要求全体党员提高思想站

位， 强化责任担当， 增强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的行动自觉。 在数次的交锋和

碰撞中， “撤桶” 计划成为了大家的

“统一思想”， 党员成为 “撤桶” 行动

的 “排头兵”。

党建引领确保了长效机制的常态

化。 目前， 斜土街道已经形成了主要

领导和分管领导牵头各成员单位参与

的综合协调机制。 此外， 黄根选说，

日巡查、 周复查、 月通报、 季会商、

年度考核制度已经在街道层面形成，

垃圾分类工作纳入了网格化管理， 党

总支、 居委会、 业委会、 物业、 志愿

者等 “五位一体” 的联动机制融入了

社区基层治理， 各居民区采用 “公示

榜”、 “红黑榜” 等方式， 激励居民

从源头分类。

以党建引领， 多措并举， 巩固和

完善各项长效机制， 使得垃圾分类新

时尚在斜土街道各个社区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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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路微型小区改造后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左图为改造后， 右图为改造前）。

▲斜土街道志愿者深入社区宣传垃圾分类。

▲斜土街道每个垃圾库房都装有视频记录， 实时监督垃圾分类执行情况。

▲斜土街道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

———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街道多管齐下破解老小区垃圾分类工作难题

▲嘉乐小区试行垃圾分类库房24小时开放，鼓励居民自觉践行垃圾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