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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是一件难事、一件急
事，但更是一件大事、一件要事。去
年，在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在“两代表一委员”的带头领跑下，
在全区上下的广泛行动下，我区的
垃圾分类氛围日趋浓厚。以机关带
动小区，干部带动群众和“小手拉大
手”的方式，通过示范引领，逐步推
进，全民垃圾分类意识的蝶变效应
日趋显现。当前，无论是机关干部
还是普通市民群众，对垃圾分类的
认识都有了明显的转变。在机关事
业单位和相关镇街、平台，垃圾分类
都成为了一项重点工作，受到了高
度重视，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落
实的良好工作格局；在小区，居民群
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明显增
强，垃圾分类的准确率明显提升。

垃圾因人而生，垃圾难题也可因人化解。2018年，区政府将“规范垃圾分类处置”列入为民办
十件实事之一，作为我区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重要环节，通过“百日行动”、规上工业企业规
范收运、小微餐饮企业规范收运三个阶段，稳步推进了餐厨废弃物规范收运工作。

“生活垃圾源头分类”也是我区2018年为民办十件实事之一。根据垃圾分类三年行动计划
和源头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我区按照“先集体后个人”和前端分类、中途运输、末端处置同步实施
的原则，立足“三三”工作机制，树理念、强基础、重整治，实现了全区垃圾分类三大转变，基本形成
了符合萧山实际，具有萧山特色的生活垃圾分类体系。

■记者 项亚琼

垃圾分类工作，首先就是要从
源头抓起。星都社区垃圾分类志
愿者谢鸿雁，最先接触垃圾分类源
于一次南阳老家走亲。她发现亲
戚家门前整齐地放着两只分类垃
圾桶，干湿分离。于是，回家后谢鸿
雁对垃圾分类上了心，自学垃圾分
类知识，并带头在家里做了起来。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去
年我区全力完成16个镇街的农
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减量化处理
工作。目前，农村易腐垃圾采取
就地不出镇资源化处理和餐厨垃
圾处置企业统一处置相结合的方
式推进，其中临浦、瓜沥等4个镇
街的农村易腐垃圾由餐厨垃圾处
置企业规范收运，楼塔、河上等镇
街共就地建造资源化处置站点17
座，引进微生物发酵设备25台。

去年8月，我区开始实施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专项普查，实行日检查、
月通报制度，共下发抄告单 89
份，要求整改问题166处。

面对日益增多的生活垃圾，
我区通过全面实施机关企事业单
位强制分类与全力推进小区分
类，不断推动生活垃圾无害化、资
源化、减量化处理。全区各机关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积极落实生
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通过明确
设施标准、开展上门培训等措施，
迅速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
业干部职工垃圾分类的参与率和
准确率。截至目前，全区873家
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及下属
单位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已实现
100%覆盖，其中全区学校及教育
系统下属单位共386家已100%

覆盖；全区513家村委会、居委会
已全部覆盖到位。全力推进小区
分类。在前年加州阳光等5个小
区分类试点的基础上，去年分类
小区扩面工作全面“提速”，在城
厢、北干、新塘、蜀山、宁围、闻堰、
瓜沥、临浦以及经济技术开发区、
钱江世纪城等10个镇街、平台城
市化管理区域内的建成小区实施
垃圾分类。目前，已有406个小
区实施了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含
示范小区31个），覆盖率达100%
（示范小区覆盖率达100%），这
406个小区均已落实了分类清运，
由相应的垃圾处置企业分类处
理。同时，通过前期对接协调，目
前已在国博中心、三宏国际、传化
大厦、金马饭店等单位开展了商
业单位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撬动经济杠杆，让“看不见的
手”和“看得见的手”协同配合，用
市场化手段来推动垃圾分类。

我区通过三步走做实规范收
运。一是规范餐厨垃圾收运。自
去年4月9日启动餐厨垃圾规范
收运“百日行动”以来，目前全区
1110家中型（含）以上规模餐饮
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 958家规
上工业企业的餐厨垃圾已100%
实现规范收运，5000余家小微餐
饮企业的餐厨垃圾规范收运工作
正在有序推进中。同时，自前年
11月开始试点以来，全部已分类
小区和全部分类村的易腐垃圾都
实行了专线专运，统一处置。目
前，两家餐厨垃圾处置企业日收
运量已达300余吨。二是规范有

害垃圾和可回收物清运。区供
销社下属环强再生资源开发集
团配备规范、专业的有害垃圾收
运车辆和可回收物收运车辆，将
分类小区的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
统一收运至分拣中心处置。三是
完善生活垃圾清洁直运。城投集
团下属清洁直运公司共配备其他
垃圾清运车辆180辆，并优化线
路布局，开辟85条收运线路，对
城区分类小区的其他垃圾实行
分片清运。

市场化专业化不断升级，带
动了垃圾分类向智能化方向发
展。智能卡对准扫描区域，“嘀”
的一声，垃圾箱盖打开。家住北
干街道加德社区的周女士将一捆
废报纸投入小区“可回收垃圾智

能回收箱”，箱子里传来“重量1.5
公斤，记录上传成功”的声音。周
女士卡里的累计分数将近4000
分，再投放几次，她就可以到社区
里兑换社区里的走俏货品——洗
衣液。积分可以兑换肥皂、洗衣
液等实物，大大提高了居民们参
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处置终端也不断提质增效。
一是推进焚烧厂提标改造。加快
推进两个焚烧厂的提标改造工
作，目前，改造基本完成，改造后
运行稳定。二是全力提升末端处
置能力建设。位于萧山经济技术
开发区红垦区块的绿色循环综合
体于去年12月 29日正式开工；
位于蜀山街道原城南水泥厂地
块，面积约80亩的南部资源化利
用项目已完成项目备案、可研编
制和方案设计，目前正在进行工
程总承包招标工作。三是完善
低价值物品回收体系。依托区
供销联社现有场地和网点，在南
片和东片设立两处分拣中心，实
施全区废品及可回收物回收、清
运工作。南片分拣中心位于所
前镇，占地13.65亩，已经改造实
现运营；东片分拣中心位于瓜沥
镇党山集镇，占地10余亩，已完
成可研编制和方案设计，正在进
行工程总承包招标工作。同时，
对回收网点进行筛选和提升改
造，进一步完善低价值物品回收
网络，并实现全区有害垃圾的统
收统运，集中暂存后进行无害化
处理。

垃圾分类处理是解决生活垃
圾、美化生活环境的必由之路。
我区闯出了好路子、推动了好项
目、拉动市场化走向智能化，这一
切都离不开好的机制做保障。

我区通过建立三大体系，确
立全方位推进格局。

第一是建立制度体系。建立
了以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敏为组
长，常务副区长顾春晓和副区长
方军为副组长的萧山区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工作领导小组。并在相
关单位抽调人员组建了垃圾分类
办公室，集中力量推进垃圾分类
各项工作。垃圾分类办实行每周
例会制度，重点对推进垃圾分类
各项工作进行研究分析、布置落
实。制定出台了《杭州市萧山区
垃圾分类处置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杭州市萧山
区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工作实
施方案》、《萧山区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工作实施方案》、《2018年萧山区
生活垃圾分类及管理考核办法》
等制度，形成了“规划引领、政府
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萧
山区垃圾分类模式。垃圾分类不
是个别部门单打独斗，而是多部
门联动形成合力。我区充分整合
各镇街部门力量，发挥社会各方
作用，形成合力共抓、凝心聚力的
统筹推进机制。城厢街道从硬件
软件等多方面入手，改造小区老
旧垃圾房、集置点，提升小区垃圾
分类水平；北干街道从广泛宣传、
队伍建设、设施设置三方面加强
推广垃圾分类；闻堰街道广泛发
动居民、物业、志愿者等力量，用
好“一长五员”制度，做好分类设
施整改，更换杂色桶的同时及时
增配垃圾桶，对垃圾集置点中的
建筑垃圾进行清理和分类……

第二是建立监督体系。严格
考核评价。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
2018年综合考评体系，以考核为
抓手，督促机关事业单位和镇街、
平台全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垃
圾分类办按照分片分组模式积极

做好垃圾分类的监督检查工作，
通过垃圾分类工作群实时对检查
发现的问题进行曝光。加强监督
管理。建立了垃圾分类办监督部
门、镇街（平台），镇街（平台）监督
村社,村社监督物业和第三方服
务企业的三级监督机制，垃圾分
类实施周评定、月通报制度，每
周对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
业开展分类等级评定，对分类质
量按A（优秀）、B（良好）、C（合
格）、D（不合格）四个等级进行
评定、公示，每月对机关事业单
位、小区垃圾分类情况进行书面
通报。同时，各单位均建立了垃
圾分类“四员”制度，进行内部督
查整改。强化执法保障。通过
专项整治与日常管理并举，全面
加强对垃圾分类各环节的管控，
重点打击分类不规范和违规收运
等违法行为。开展规范及提升餐
厨废弃物规范收运执法月专项整
治行动，同时结合智慧科技监控
手段开展劝导，共将28辆参与餐
厨废弃物非法收运的车辆清退
出了萧山市场。开展生活垃圾
分类集中整治专项执法行动，特
别是发出拒运告知书 13 份，对
未按要求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
单位实施垃圾拒运，起到了良好
的震慑效果。

第三是建立宣传体系。搭
建了区、镇街（平台）、村社三级
宣传网络，设计了垃圾分类LO-
GO和统一标识，规范全区垃圾
分类宣传口径。区委宣传部总
牵头，区委组织部、区委老干部
局、团区委、区妇联、区教育局等
部门和群团组织，组建百人志愿
宣讲团队、“萧然晚晴”志愿宣讲
团等垃圾分类宣传队伍，广泛开
展“党建+垃圾分类活动”、“小
手拉大手·垃圾分类共普及”、

“垃圾分类开学第一课”等宣传
活动；各镇街、村社区结合自身
实际、利用自身载体积极开展垃
圾分类入户宣传、广场宣传等活
动。同时，在交通设施、阅报栏、
公共场所统一发布垃圾分类公
益广告，利用城区商业综合体大
型LED显示屏、楼宇亮灯工程滚
动播放垃圾分类宣传海报和视
频短片，举办垃圾分类培训、宣
传活动200余场，累计发放垃圾
分类指导手册5万余份，组织开
展垃圾分类知识“微考”、“分类
知识大比武”等垃圾分类系列宣
传活动，通过高强度、高频次的
宣传，让“爱分类，爱家园，更爱
萧山”的理念植根于心、外化于
行，在全区营造人人参与垃圾分
类的良好氛围。

垃圾分类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之“垃圾分类知识大讲堂”

从源头抓起 垃圾分类抓城市管乡村

建三大体系 垃圾综合治理形成合力

借市场之手 专业化处理智能化监管

引全员参与 来一场转变观念的革命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我区不断发挥事在人为、真抓实干的精

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开拓思路、创新手法，打造垃圾分类的

萧山样本。下阶段，我区将围绕推进源头分类覆盖、加快分类收运步伐、提升末端处

置能力三项重点任务，按照垃圾分类处置三年行动计划的布局，全力抓好垃圾分类各

项工作，夺取垃圾治理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全链条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按下垃圾革命快进键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 分类投放换取积分

规范及提升餐厨废弃物收运执法月专项行动

末端处置企业

易腐垃圾规范收运

分类收运、桶车一致

绿色循环综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