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浦区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垃圾分类专项工作

据了解， 为全面推动 《上海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实施， 将

立法成果有效转化为实践成果，

黄浦区人大常委会于 5 月 23 日

启动了“垃圾分类新时尚 人大

代表在行动” 主题活动。 近百位

市、 区人大代表在现场签名， 承

诺带头践行“垃圾分类”， 争当

绿色生活先锋， 在打好垃圾分类

攻坚战和持久战中发挥“先行者”

“示范员”“守护神”“连心桥”作

用， 借助代表的影响力和联系群

众的优势， 号召全区百姓重塑生

活习惯， 形成共建美丽新黄浦的

工作合力， 跑出“加速度”， 协

助区政府以及相关部门推进 《条

例》 的实施和精细化管理， 完成

好垃圾分类减量年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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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人大代表听取黄浦区企业和居民意见、建议

改变旧习惯，还要打好“持久战”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宋梅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正式实施后, 黄浦区企业和居民对 《条例》 的实施有哪些意见、 建议？ 日前在黄浦区人大常委会韩顺芳主任、 屠奇敏副主任带领
下， 二十几位市、 区人大代表前往半淞园路街道高雄居民区中南小区、 王宝和大酒店以及新天地广场， 了解 《条例》 在小区、 酒店、 楼宇的贯彻执行情况， 听取市民

和企业的意见、 建议。 “经过观察以及和居民、 企业交流， 黄浦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减量贯彻情况明显好于预期， 多数居民和企业均已养成了分类减量的好习惯， 好的

开端之后将面临的是 ‘持久战’， 听到的民意也为生活垃圾分类进一步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参考。” 市人大代表许丽萍说。

中南小区位于半淞园路街道高

雄居民区， 是建造于上世纪 90 年

代的售后公房， 从 2018 年 9 月起，

这里开展了“定时、 定点、 定岗”

分类投放， 上午 7:00 至 9:00， 下

午 5:30 至 7:30 为投放时间。 据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胡锦艳介绍， 该小

区目前每天产出干垃圾 15 桶， 二

次分拣出湿垃圾 1桶半， 居民整体

垃圾分类投放情况良好。

早上八点多， 人大代表们来到

这里听取居民、 基层工作者的意

见。 此时正是定点定时投放垃圾的

时间， 居民韦阿姨在走向垃圾厢房

的过程中， 就开始动手解开垃圾

袋， 到了湿垃圾投放口， 左手扶住

袋口， 右手捏住垃圾袋底部， 一个

用力加几次摇晃， 袋中的厨余系数

落入湿垃圾桶。 随后， 韦阿姨走到

右侧的洗手池把手洗净。 整个过程

一气呵成。 她说， 垃圾分类投放已

在小区推进了一段时间， 整个投放

过程， 她操作比较熟练了。

在垃圾箱房前， 记者还看到两

个大盆， 分别标注着干垃圾、 湿垃

圾，这是做什么用？ 原来，虽然绝大

多数居民都能在家做好分类工作，

仍有少数居民分类不彻底。 今天早

上的垃圾分类志愿者是“85 后”社

工王志敏以及 77岁高龄的李留仙，

她们用自己的行动向人大代表们演

示了这两个大盆的作用。 一位正要

破袋的居民被李留仙请到了大盆

前， 她把袋子里的垃圾倒入湿垃圾

盆之后， 用手从一大堆小龙虾外壳

中捡出用过的餐巾纸， 放入干垃圾

盆中。 她一边分拣一边告诉这位居

民：“看得出你已经在做垃圾分类

了， 不过既然做了就干脆百分之一

百做到位。用过的餐巾纸是干垃圾，

下次记得从湿垃圾中分出来哦。 ”

“大家觉得在垃圾投放的过程

中还存在哪些难点？” 韩顺芳主任

以及市区人大代表们以垃圾分类减

量为话题， 和居民们聊了起来。

有居民提出自己上班早出晚

归， “完美” 地错过了投放时间，

该怎么办？ 黄浦区绿化市容管理局

局长胡开颜解释了为何要定时投

放；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胡锦艳则告

知在场的居民们， 下午投放时间结

束后， 小区将会开放一个干垃圾

桶， 供早出晚归的居民们投放垃

圾， 而这个垃圾桶之后会由保洁人

员进行二次分拣。 这一人性化做

法， 得到了居民的赞同。

市、 区人大代表们和街道相关

负责人在现场听取居民意见和建议

的过程中， 针对如何打好垃圾分类

减量持久战， 也提出了几点思考：

一是小区在中心城区， 寸土寸金，

小区垃圾厢房没有扩容空间， 如何

在螺丝壳里做道场， 对垃圾厢房继

续升级改造还需要集思广益； 二是

目前居民自己破袋的情况还不理

想， 居委将联合楼组长和志愿者将

继续入户宣传， 也希望媒体多做宣

传， 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 三

是对于因为客观原因不能按时投放

垃圾的居民， 小区现在采取了开放

一个干垃圾厢窗口的方式过渡， 未

来还将考虑“微调” 厢房开放时

间， 比如夏季晚上延长一小时， 但

如何和收运公司做好衔接还需要摸

索。

黄浦区商务楼宇、 商业体集

聚， 这些场所的垃圾分类减量工作

实施情况如何？ 随后， 记者跟随人

大代表们来到此行的第二站———上

海王宝和大酒店有限公司。

进入酒店大堂， 一份 《告宾客

书》 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力， 其内容

主要为“根据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 相关要求， 本酒店不再主

动提供牙刷、 梳子、 指甲锉、 剃须

刀、 擦鞋布等一次性日用品。 如有

需要， 请您向前台工作人员索取。”

王宝和大酒店总经理张国胜告诉代

表们， 除了大堂内的 《告宾客书》，

前台接待处以及客房卫生间内的洗

漱台， 都放置了写有同样内容的说

明书。记者在前台看到，工作台上放

着一份 A4 大小的塑封文件， 以图

片配上中英文的方式， 将《告宾客

书》的内容再一次呈现在客人面前。

据工作人员介绍， 大部分客人对这

一措施表示支持， 还有相当数量的

客人已经开始自带日用品入住。

在张国胜的带领下， 人大代表

们来到王宝和大酒店的垃圾厢房。

张国胜介绍说， 作为酒店， 湿垃圾

占了是垃圾产出的“大头”， 为此，

酒店还对湿垃圾进行了分类管理，

比如， 易发酵和气味大的湿垃圾进

“空调间”， 冷藏加封闭存放； 小龙

虾等客人点单量大的设置了专用湿

垃圾桶。 据了解， 王宝和大酒店特

意为湿垃圾而建的“空调间”， 温

度维持在 0度， 以减慢湿垃圾发酵

的速度， 以及减少不良气味对周边

环境带来的影响。

新天地广场， 原名瑞安广场，

坐落于淮海中路 333号， 该楼宇经

过改造于去年底开始试运行。 据了

解， 楼宇内有商务单位 59 家， 商

铺 88家， 餐饮单位 35 家， 每天垃

圾产出量仅湿垃圾就有 13 桶

（2600 公斤） 之多。

对于这样一幢集商业、 商务为

一体的综合楼宇， 垃圾分类减量工

作实施情况如何？ 此行的最后一

站， 人大代表们来到了新天地广场

的垃圾箱房前。

记者看到， 虽然十点刚过， 商

场开始营业不久， 数个湿垃圾桶已

经满满当当； 环顾四周， 各类垃圾

桶总数超过 30 个， 整洁有序地放

置在相应的存放区域内。

值得一提的是， 与居民区早晚

各两个小时的投放时间不同， 这里

的垃圾投放时间有三个时段， 分别

为早上 06:00-10:00、 下午 14:30-

16:00、 晚上 22:00-24:00。

该楼宇的物业管理方上海丰诚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总监周小军

介绍， 这三个时间段的设置充分考

虑了商务和商业租户的需求。 早上

这一时段对应的是租户开始营业前

的准备阶段， 下午和晚上的时段分

别对应午餐和晚餐结束后的整理工

作。

瑞安管理 （上海） 有限公司太

平桥项目副总监李欢告诉记者， 正

因为前期的大量宣传以及充分考虑

到租户的需求， 使得垃圾分类减量

工作得到了租户们的一致支持， 并

且所有租户都和物业签订了一份协

议。

根据这份协议， 双方各司其

职， 做实垃圾分类减量工作： 商户

自觉从源头上对产出的垃圾进行准

确分类； 物业除了有针对性的宣传

和培训， 发挥管理方的主动性， 还

以保安、 保洁部门为主力， 设立了

“绿袖章“（垃圾分类监督员） 对商

铺和商务单位的分类进行管理， 对

分类不规范的单位能上门进行主动

的劝说和指导， 并且在临时投放分

类垃圾的楼道内进行探头的跟踪管

理。 同时， 在街道绿化市容管理所

的指导下， 在垃圾厢房进行倒逼管

理。 根据这份协议， 如果商户一再

分类错误或者拒不执行分类， 物业

可以拒绝对该商户进行垃圾清运。

就这样， 在“软硬兼施” 之下， 目

前新天地广场整体垃圾分类情况良

好。

随后， 代表们来到楼宇内部。

李欢告诉记者， 除了在楼宇内持续

宣传， 瑞安公司还在企业内部积极

推行垃圾分类减量工作， 比如推进

无纸化办公， 鼓励员工们走出办公

室、 坐进餐厅用餐， 减少外卖带来

的塑料袋、 餐盒、 一次性餐具、 剩

余餐食等垃圾， 帮助员工在习惯和

思想上养成垃圾分类、 减量的好习

惯。

中南小区：既然做了，就百分百执行

王宝和大酒店：一次性日用品经客人要求才提供

新天地广场：各司其职，做实垃圾分类减量

黄浦区人大常委会：

垃圾分类新时尚，!大代表在行动

瑞金二路街道人大工委组织代表视察垃圾分类工作

黄浦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韩顺芳作启动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