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汪致宏

本报讯 昨天， 记者从上海燃

气集团获悉， 经过一年半时间的奋

战 ， 上海市天然气主干管网崇明

岛-长兴岛-浦东新区五号沟 LNG

站管道工程隧道 A 线项目于 5 月

13 日正式出洞， 标志着该管道工

程全面建设正式开启 （左图）， 进

一步为上海城市运行安全和长三角

地区天然气安全供应奠定基础。

据了解， 崇明岛和长兴岛经济

的发展及其功能定位决定了其对清

洁能源———天然气的迫切需要。 长

久以来， 由于缺乏岛外直通的输气

管道， 崇明岛上的燃气以液态天然

气的形式通过船舶、 槽罐车运送至

岛上燃气站， 经重新气化后输入燃

气管网。 随着如东-海门-崇明岛

天然气管道和崇明岛主干天然气管

道、 崇明燃气输配管网、 崇明燃气

电厂等四大能源工程全面建成通

气， 崇明岛进入管道天然气时代。

但是， 崇明岛一根天然气主干管道

下的气源毕竟单一， 长兴岛仍然无

管道天然气， 而且浦东新区北部局

部供气压力也处于较低状态。

此次崇明岛-长兴岛-浦东隧

道 A 线的全面启动建设 ， 既是对

崇明岛和长兴岛建设现代化生态区

的重要保障， 同时也将满足长兴岛

造船基地和居民、 浦东新区广大用

户的用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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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我们垃圾已经分类

了， 为什么还要撤桶呢？” 在实施

垃圾分类时， “撤桶” 是许多小区

遇到的一大难题， 物业居委都会不

同程度地遇到居民的反对声 。 昨

天， 记者跟随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

成人员以及市人大代表， 赴长宁区

对生活垃圾全程分类管理推进情况

进行专项调研。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

到， 通过党建引领， 一系列刚柔并

济的举措， 让对撤桶投反对票的居

民， 转投了赞成票。

记者在长宁区新泾镇协和家园

小区看到， 进门口的垃圾箱房十分

洁净， 垃圾箱房的一侧墙上标明了

垃圾箱房的开放时间。 新泾镇绿八

居民区的居委干部告诉记者， 刚开

始撤桶时也遇到居民的不理解， 居

民觉得投放垃圾不方便了。 于是，

居委干部便挨家挨户上门宣贯 。

“考虑到小区许多居民都是上班族，

我们把上门宣传的时间定在了晚上

7 点到 9 点。” 看到居委干部为了垃

圾分类工作推进所作出的努力， 居

民们也是深受感动， 于是在撤桶时

较为顺利。 即使撤桶没有遭遇很多

反对声， 但还是有一些特殊居民牵

动着居委干部的心。 小区中有三位

老人， 他们腿脚不便， 平时垃圾都

由钟点工带走扔掉。 但钟点工的上

岗时间与垃圾箱房的开放时间错开

了， 于是老人扔垃圾变得困难。 了

解到老人的实际情况后， 居委特事

特办， 每天由志愿者定时上门收垃

圾， 为老人解了心病。

据了解， 目前长宁正在全力创

建第一批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区， 全区所有 739 个居民小区都已

启动 “两定” 工作， 完成 909 座垃

圾箱房标准化改造 。 截至昨天 ，

698 个居民小区通过 “两定” 验收，

占居民小区总数的 94.45%， 6 个街

道实现 100%覆盖。 通过强化法治

保障和制度建设。 普法宣传上， 该

区实施 《条例》 宣传 “五个一” 工

程。 执法监督上， 严格行业监督，

强化 “不分类、 不收运” 制度， 规

范收集运输行为， 杜绝混装混运现

象。 另外， 该区还鼓励社会监督，

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员的作用， 组织

社区居民、 新闻媒体对物业分类驳

运、 环卫分类收运开展检查。

同时， 加快全程分类， 重点抓

好分类收运这个 “中转” 环节， 督

促清运公司严格按照分类标准进行

相关作业， 积极引入社会和市场力

量， 进一步增强分类收运力量， 提

升分类收运实效。 建立健全清运评

价机制 ， 配套完善相应的管理措

施， 切实为生活垃圾 “一分到底”

尽好职责、 提供保障。 深化两网融

合， 继续完善两网融合体系建设，

鼓励区属再生资源企业新锦华公司

参与生活垃圾源头分类， 逐步实现

可回收物统计管理信息化 、 标准

化、 科学化。

长宁区副区长陈华文也坦言，

为了实现垃圾分类整区域全覆盖的

目标， 垃圾分类工作还有三块 “硬

骨头” 要啃。 一是无固定垃圾箱房

及管道式垃圾箱房居住区， 想方设

法改造箱房 、 增加箱房 ； 二是沿

街商铺生活垃圾分类上门收集 ，

及时总结沿街商铺生活垃圾分类

上门收集可持续、 可复制、 可推广

的经验； 三是 “撤桶” 难题， 根据

不同小区的实际情况， 组织各方开

展广泛的沟通协商， 商议实现全面

“撤桶” 和自觉源头分类投放。

此外， 上海马上将正式进入夏

季， 夏天季节瓜果多、 台风多， 另

外天亮也早， 居民要求及时运输垃

圾。 “两定” 方面， “定点” 没问

题 ， “定时 ” 可能要做相应的调

整。 对此， 长宁区也正在研究， 会

尊重居民共同的意见进行调整， 可

能会考虑延迟到晚上九点。 而目前

倡导的夜间经济， 将会对垃圾管理

提出新的要求。

垃圾分类“撤桶”难题如何破？
志愿者上门为腿脚不便老人收垃圾

上海天然气管网“新线”全面开建

长兴岛无管道天然气将成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