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8 月 17 日上午 10 时许， 上海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与此同时， 位于上海最东部的浦东新区， 由区城管执法局组织开展的垃圾分类 “飞行检查” 正在进行
中……与以往的例行检查不同， 这一次， 执法行动重点关注垃圾分类的 “城市死角”， 为下一轮全市面上的执法检查形成最终问题清单。

记者在跟随采访时发现， 有的在建工地垃圾分类仅停留在 “表面文章”， 而一些别墅区的分类工程也还是得依托 “二次分拣”， 问题仍旧不少。

“过去一个半月以来， 全市城管已责令当场或限期整改 10539 起， 依法查处各类生活垃圾分类案件 1279 起。” 市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

下阶段， 针对列出的问题清单， 将在各区结合实情， 逐一挂图销项。 对于个人违法行为， 城管也将借力智慧手段取证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 针对个人垃圾不分类投放、 乱偷倒的行为， 城管部门将后续采用视频监控和网格巡查手段， 加大线索排查和证据收集力度， 通过教育劝
阻、 责令整改、 行政处罚的方式， 提高法制意识， 引导自觉参与。

法治重点A2 2019 年 8 月 19 日 星期一

www.shfzb.com.cn一、 二版责任编辑 陆如燕 E-mail:fzbfzs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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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条例》 施行一个半月以

来，全市城管执法系统聚焦“分类投

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

四个环节，加强法律宣传、注重指导

服务、全面从严执法，深入细致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专项执法行动， 为促

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循环利

用提供有力执法保障。

统计数据显示， 一个半月以

来， 全市共出动城管执法人员

69700 人次， 开展执法检查 25800

次， 共检查投放环节居住小区、 宾

馆、 商场、 餐饮企业等单位 50912

家； 共检查生活垃圾收集、 运输单

位 672家次； 检查个人 23971人次。

通过检查， 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共

教育劝阻相对人 15591 起， 责令当场

或限期整改 10539起， 依法查处各类

生活垃圾分类案件 1279 起， 其中单

位 1186起、 个人 93起。

“从案件类型分析， 分类投放案

件数占比首超容器设置案件， 城管执

法部门的执法检查重点从容器设置逐

渐向分类投放转移。” 市城管执法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问题类型分析，

乱倒垃圾， 混合驳运的问题较为突

出。 而从行业类型分析， 各行业垃圾

分类问题发生率本月上半月环比呈现

全面下降良好态势。

从8月上半月的数据来看， 大型

商场和商务楼宇问题发生率为27.8%，

环比下降29.2%； 餐饮企业问题发生

率为20.2%， 环比下降7.8%； 企事业

单位问题发生率19.8%， 环比下降

8.2%； 宾馆旅馆问题发生率为19.4%，

环比下降4.6%； 工业、 科创等各类园

区问题发生率为14.9%， 环比下降

12.1%； 居住小区问题发生率10.5%，

环比下降4.5%； 学校及培训机构问题

发生率8.6%， 环比下降6.4%； 医院问

题发生率5.7%， 环比下降了8.3%； 此

外， 小店小铺问题发生率为16.2%。

这边检查完小压站， 记者随

城管队员赶赴张江哥白尼路海科

路附近的一处在建工地。 此时正

值午餐时间， 工地上的工人们开

始陆陆续续就餐， 执法队员决定

前往生活区域， 一探究竟。

在工地负责人的引导下， 城

管队员先行来到工人的食堂区

域， 记者看到， 尽管在食堂门口

隔着三五步距离就设置有一个垃

圾桶， 看起来似乎做得挺规范，

但凑近细细研究， 却并不是那么

回事。

清一色的红色垃圾桶不说，

桶身上还标记着“干垃圾桶”，

而往里一看， 垃圾桶内混合着一

次性饭盒和剩饭剩菜， 明显没有

做过任何分类。

对此， 工地负责人的说法

是， 垃圾分类工作已经在办公区

和施工区落实到位， 因为疏忽了

工人生活区这些细节之处的管

理， 所以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状

况。 “是我们的错， 我们一定马

上整改！” 这名负责人一边信誓

旦旦地保证， 一边仍在做最后

“自救”， “但是我们在生活区的

门口已经专门设置了垃圾箱房，

那里是到位的。”

事实真是如此吗？ 记者随城

管队员来到这名负责人所指示的

垃圾箱房， 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就

发现了问题， “四分类的四个分

隔间， 左右两扇门的标识却都不

一样， 你这属于标识不清。 ”打开

箱房门，相似的一幕又出现了！不

论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 全都是

清一色的红色垃圾桶， 每一个桶

内也都是各式垃圾应有尽有。

“鉴于今天的情况， 我们将

对你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 浦

东城管执法局五大队二分队分队

长乔燕飞随后向记者表示， 在此

之后， 城管也将加大对这一类在

建工地的巡查执法力度， 并进一

步加大宣传。

小压站干湿分类压缩把好中间关

上午 9时许， 记者跟随浦东

新区城管执法局执法队员首先来

到蓝天路小型垃圾压缩站， 走进

小压站内部， 硕大的三台压缩机

赫然出现。 按照干湿区域， 两台

干垃圾压缩器和一台独立的湿垃

圾压缩机分设在箱房的左右两

侧。环顾一圈，小压站的整体环境

整洁有序， 地面不见污水流淌。

“湿垃圾的处理最容易产生

污水， 所以我们在改造时就特别

注意这个问题， 通过这样一根排

水管可以让湿垃圾压缩出来的水

分有专门的输送渠道。” 负责运

行该小压站的上海松婷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天松指了指地

面上一根连通湿垃圾压缩机的排

水管告诉记者， 这根排水管的另

一端连通着下面的污水处理池，

经处理后的污水会直接进入市政

管网。

而为了杜绝垃圾滴漏的情

况， 避免道路受污染， 该公司还

加大投入， 自行采购了新型湿垃

圾收集车， 虽然收集体量较之以

往有所减少， 但是却有效解决了

以往设备收集湿垃圾会漏水的情

况。

采访中， 周天松告诉记者，

该小压站负责着周边 12 个小区

的垃圾压缩中转， 为了严格落实

“不分类不收运”， 实时监控垃圾

装载的情况， 干湿垃圾清运车上

除了市容环卫部门规定必须安装

的 GPS 定位系统， 还自行加装

了视频监控设备。 “其中一个点

位就是对准垃圾装载的地方， 管

理人员就能实时掌握车辆是否存

在混装混运现象以及是否偏离正

常行驶路线偷倒垃圾。”

执法撞上现实版“不分类不收运”

就在记者采访过程中， 一辆

装载着一车垃圾的驳运三轮车晃

晃悠悠地驶了进来。 城管执法人

员上前检查发现， 挂着“湿垃

圾” 牌子的湿垃圾桶内混有餐巾

纸等干垃圾， 明显没有实行分类

收集。

对此， 驾驶该车辆的保洁师

傅连连喊冤。据他所说，这车垃圾

来自周边的一个别墅小区， 由于

自己当天是代办的， 本来不负责

垃圾清运，所以对此一概不知。

由于违反了 《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 相关规定， 未将生

活垃圾分别投放至相应收集容

器， 城管执法人员对该小区的物

业公司当场开出了责令改正通知

单， 要求立即整改。 按照要求，

这名保洁员随后也将干垃圾逐一

分拣了出来， 再行将湿垃圾倾倒

至垃圾压缩站。

小压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其实， 无论是湿垃圾还是干垃

圾， 被倾倒至垃圾压缩箱后， 按

照惯例， 他们还是会再次进行检

查， 若存在“杂质”， 保洁员会

再次分拣， 然后压缩设备会将垃

圾进行压缩。

相当随意！ 清一色红色垃圾桶

“目前， 公共场所、 餐饮企

业、 小店小铺分类容器标识不规

范、 未分类投放、 乱倒垃圾以及收

运作业车辆混装混运、 遗撒滴漏的

情况还较为突出， 需进一步加大管

理和执法力度。”

市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下阶段， 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将

继续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检查、 全过程监管， 着力提升生活

垃圾分类执法保障能力和服务水

平， 打赢打好生活垃圾分类攻坚战

持久战， 以垃圾分类治理新成效喜

迎新中国 70华诞和第二届进博会。

近期， 全市城管部门将全面开

展第二轮全覆盖执法检查工作， 以问

题发生率较高的行业单位、 大型中转

企业和末端处置企业为重点， 针对性

开展执法检查， 督促分类处置实效提

升。对于前期形成的“问题清单”，将从

各区实际情况出发，实行挂图销项。

在分类投放环节， 针对问题较为

突出的重点行业， 重要区域， 城管将

加大执法检查的频次和力度。 以人员

流动较为频繁的交通枢纽、 旅游景

点、 重要商圈等公共区域为重点， 重

点查处垃圾不分类投放， 随意乱倾倒

等违法行为， 进一步提高流动群体的

参与度。

在分类收运环节， 重点加大对管

理责任人未分类驳运， 收运作业企业

混装混运、 遗撒滴漏、 标识不清等违

法行为的整治力度， 指导监督收运企

业规范作业， 进一步降低末端混合处

置风险。 在分类处置环节， 继续开展

专项巡查， 督促全市 10 家生活垃圾

大型中转企业、 8 家大型末端处置企

业规范作业， 履行法定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 针对个人垃圾不

分类投放、 乱偷倒的行为， 城管部门

后续将采用视频监控和网格巡查手

段， 加大线索排查和证据收集力度，

通过教育劝阻、 责令整改、 行政处罚

的方式， 提高法制意识， 引导自觉参

与。

个人违法借力智慧手段取证处罚

各行业问题发生率呈下降态势

① 工人食堂外只有红色垃圾桶 ② 小压站工作人员还会进行二次分拣

③、 ④ 执法人员对“未分类” 的垃圾拒绝收运 记者 王湧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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