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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展展厅内设置的分类垃圾桶，方便读者使用

茛上海书展展厅内的一家超市门口设置了分类垃圾桶，并有一位工作人员帮助市民正确分类垃圾

打好“垃圾分类”攻坚战

上海书展做得怎么样？
餐饮区十几分钟清送一次湿垃圾

□见习记者 张叶荷

2019 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 上海

周于 8月 14至 20日举办。 此次书展是上

海施行垃圾分类新规后的首次书展。 走进

书展， 走廊内摆放各色分类垃圾桶、 垃圾

分类志愿者或保洁人员专属守候、 饮食区

域内安排专人及时将垃圾干湿分类……记

者走访发现， 为打好“垃圾分类” 这一场

新“战役”， 上海书展做了不少的努力。

记者在书展上看到， 各色的垃圾分类

桶有序地摆放在楼道里， 而每处垃圾投置

点都安排了一名保洁人员或志愿者专人守

候， 引导读者进行垃圾分类。 “书展还是

以干垃圾居多。” 在书展现场， 一位保洁

阿姨一边拿出干垃圾桶里的矿泉水瓶， 一

边告诉记者， 以黑色的大垃圾袋为例的

话， 每天可以收集干垃圾 4-5 袋， 湿垃

圾 2-3 袋， 像周六、 周日高峰期， 则更

多。

垃圾投置点的垃圾分类做得不错， 那

作为书展主要生产湿垃圾的地方———餐饮

区， 是否有进行垃圾分类呢？ 记者走进该

区域发现， 餐饮区光在入口处就摆放了

5-6个黑色垃圾桶， 部分垃圾桶则用纸条

贴着“干垃圾”、 “湿垃圾” 等字样用以

区分。 翻看每个垃圾桶内的垃圾可以发

现， 并没有出现“湿垃圾” 错跑到“干垃

圾” 桶的现象。

“我们每天要安排多达 6名员工‘看

守’ 垃圾桶， 一旦发现有垃圾跑错了桶，

员工就会及时进行纠正。” 在餐饮区， 一

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用餐高峰时， 干垃

圾会被收集起来再一起运输出去， 湿垃圾

则是一个垃圾桶满了， 便会运走， 负责送

垃圾的工作人员大概每隔十几分钟就要清

送一趟。

“还好现在市民普遍有了垃圾分类意

识， 能自觉地垃圾分类， 工作起来也比前

几届书展轻松了不少。” 该员工表示。

此外， 记者还获悉， 除了实实在在看

得到的“垃圾分类”， 结合书展特性， 为

了让垃圾分类理念真正融入每一位市民心

中， 全国首套正式出版的学校生活垃圾分

类读物之一， 也是目前首套全市统一的生

活垃圾分类知识读本———《上海市生活垃

圾分类知识读本》 丛书也在此次书展首

发。

读本共分为三册———幼儿园版、 小学

生版、 中学生版， 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

认知水平和阅读习惯， 有针对性地进行垃

圾分类知识的科普。 读本图文并茂， 深入

浅出， 介绍“生活垃圾的问题和危害”、

“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益处”、 “垃圾分类的

正确方法”、 “湿垃圾优先分类”、 “垃圾

分类的先进做法” 等科学知识， 注重教育

实践和知识运用能力的培养。

记者 王湧 摄

市交通管理部门聚焦井盖“高差”
第一批4223个问题井盖正在整治中 第二批4300多个已开始整治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遍布街口马路的小小井盖承载

着重要的功能， 动态的管理是否及时到位直

接关系到道路通行的安全舒适， 考验着管理

部门的智慧和水平。 在实现道路井盖缺损托

底处置之后， 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近日， 市交通委、 市道路运输管

理局又展开了道路井盖高差专项整治行动，

从精细化管理入手， 努力消除“路框差”、

“盖框差” 现象。

据统计， 全市城市化地区共有各类检查

井 600多万个， 这些检查井分布在城市的道

路、 广场、 绿地等公共场所。 同时， 道路井

盖的权属单位众多， 涉及水务、 通信、 电

力、 公安、 信息、 燃气等 19 家权属单位和

相关部门， 数量庞大、 类别繁多。 早在

2006 年“夏令热线” 刚开通时， 市民就对

井盖丢失破损等问题反映强烈。 为了消除城

市道路井盖的安全隐患， 路政部门率先作出

了“先消除隐患， 再分清责任， 建立井盖管

理托底机制” 的承诺， 努力破解这一城市管

理顽症， 经过多年努力， 已在全市基本构建

道路井盖缺损“巡查—发现—处置” 的快速

处置“托底” 机制， 井盖缺损处置问题基本

解决。

但道路井盖“路框差”、 “盖框差” 的

现象依然存在， 这些高差不仅降低了路面平

整度， 影响了车辆通行舒适度， 个别高差严

重的井盖甚至会造成过往车辆轮胎受损， 留

有安全隐患。 对此， 路政部门再次聚焦道路

井盖“路框差”、 “盖框差” 这一精细化管

理问题， 紧密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

题教育， 自我加压， 会同各管线权属单位在全

市范围开展道路井盖高差专项整治。

今年 4月开始，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先后组

织电力、 燃气、 通信、 上水等四大管线单位开

展专题培训， 对相关设计、 管理、 技术人员和

养护、 检修、 施工人员 200人次开展道路井盖

通用图集、 整治施工工艺和养护措施等专项整

治培训， 重点介绍自调试防沉降井盖的安装及

养护。 市通管局要求邮电设计院参

与研发防沉降井盖， 以道路行业标

准要求通信行业， 电信公司开发防

沉降井盖， 作为各分公司整治的首

选产品， 以最高标准、 最好水平护

航井盖专项整治。

据市交通委介绍， 今年以来，

全市路政行业第一批排摸主、 次干路井盖高差

病害 4223 个， 各单位克服立项、 资金、 流程

审批、 禁止作业等诸多困难， 开短会解决共性

问题， 微信群“你呼我应”， 施工时紧密配合，

全市道路平整度得到有效改善。

据悉， 第一批排摸尚在快马加鞭整治中，

各单位又排摸出第二批外环线内主要道路、 进

博会地区井盖高差病害 4300 多个， 且已经开

始整治。

“飞行检查”直击垃圾分类“死角”
一个半月责令整改万余起 有在建工地仍停在“表面文章” ■ 详见 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