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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风采

这座垃圾处理站为何坏了2年也不修
市人大常委会就垃圾分类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人大聚焦

人大直通车

    闵行人大赴浦江镇开展代表联

系基层活动

本报讯 6月2日， 闵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庞峻赴浦江镇开展代表联系基层活动。 浦江镇

人大主席王忆卿、古大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

司董事长丁业荣、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尤登飞， 作为定向联系浦江镇的

市人大代表一同参加了活动。 浦江镇党委书记

谈国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毅及部分区、镇

人大代表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代表们听取了浦江镇“十四五”规划编制课

题组关于规划编制的情况报告，并就上海市“十

四五”规划和浦江镇“十四五”规划编制中涉及

民生领域的内容开展了交流讨论， 提出了意见

和建议。

下午，浦江镇的市、区代表还开展了联组活

动， 一同前往上海世外附属浦江外国语学校和

方圆生态农业观光园实地调研， 了解学校建造

进度和生态农业发展情况。

松江人大召开野生动物保护专

项监督工作部署会

本报讯 6月5日上午， 松江区人大常委会

召开野生动物保护专项监督工作部署会。 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建良参加并主持会议。

会上， 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负责人

通报了野生动物保护专项监督工作方案和具体

安排，区人大法制委、财经委、常委会教科文卫

工委、农业与农村工委、区交通委、公安分局、区

绿化市容局、区城管执法局、区市场监管局负责

人对具体安排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讨论，进

一步明确了区人大相关委室监督事项和区政府

相关部门责任落实。

虹口人大调研教育系统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本报讯 6月4日， 虹口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佳玉带领区人大财经委（预算工委）调研本

区教育系统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部

分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和预算工委委员， 区教育

局、财政局、国资委、审计局和机管局有关负责

同志参加调研。

李佳玉副主任一行先后察看了上海市复兴

高级中学和上海市南湖职业学校， 了解两所学

校在日常财务和资产管理方面的工作情况，并

观摩教学和实践实训场所， 重点询问了教学设

施设备的管理和使用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听

取区教育局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的汇报。会上，委员们就加强和规范国有资产管

理、 盘活和合理利用闲置教育资产等话题展开

交流并提出了意见建议。

黄浦人大赴瑞金二路街道瑞成

居民区开展代表集中联系社区活动

本报讯 6月4日上午， 黄浦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 党组书记韩顺芳到瑞金二路街道瑞成居

民区开展市人大代表集中联系社区活动。

韩顺芳实地察看居委会的办公场所和区人

大代表联系点， 仔细询问居委会的工作情况和

代表联系点的建设情况，并召开了居民座谈会。

她认真听取了瑞金社区“十五分钟”生活圈的现

状调研和思考， 倾听了居民代表对加快旧区改

造、 生活设施网点建设和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等

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了解人民群众面临的实际

困难和期盼， 并一一回应了居民们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

瑞金二路街道人大工委、 区人大常委会办

公室、代表工作室负责人陪同参加。

□顾佳楠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崇明区向

化镇人大代表、 阜康村党支部书记、 主任

包春积极响应动员， 迅速进入战斗角色，

始终坚守岗位， 奋战在防疫一线， 切实把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守初心、 担使命的

实际行动， 充分展现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

以及人大代表的风采。

阜康村是个大村， 全村约有 3600 多

人。 为了切实打好疫情期间的防控攻坚

战， 包春与“两委” 班子认真研究， 将全

村划分为 3 个区域， 建立大组长-片区管

理组-生产队长-妇女队长-联防信息员的

巡查排摸管控队伍， 通过群防群治的工作

模式， 筑牢疫情防控严密防线。

从疫情防控开始， 包春放弃了所有的

休息日， 坚守在防疫一线， 全力以赴守护

村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针对办酒户和出租

车司机， 他亲自带队上门发放 《致办酒户

的一封信》 和 《致出租车驾驶员的一封

信》， 告知提醒农户一律不许操办， 做好

劝阻解释工作； 与出租车驾驶员签订承诺

书， 引导不往返沪崇运行， 回崇则做好

14天的居家隔离措施。

道口值守是村居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

之重。 为了把好关键的“大门”， 包春与

两委班子多次商讨研究， 与隔壁村居沟通

协调， 听取村民群众的意见建议， 最终决

定封闭村域外围道口 21 个， 人工管控 3

个， 他多年在村里四处奔波， 对村域的地

形了如指掌， 用了不到 5分钟的时间， 便

手工画出了村域道口管控地形图， 标注各

主次干道路名和大大小小的道口， 俨然一

本“活地图”。 24 小时的道口管控需要安

排志愿者轮班值守， 包春通过多方面的考

虑， 对照志愿者的年龄和住址合理组成搭

班队伍， 制定 5班 4轮制值守模式， 确保

志愿者以最佳精神状态做好值守工作。 为

了让值班人员能够随时喝上热腾腾的开

水， 各值守点上配有电热水壶、 热水瓶，

晚上包春多次亲自给值班人员送上方便面

等食品， 替换夜间值守工作。

随着疫情形势向好， 返村外来人员逐

渐增加。 包春与“两委” 班子得知， 移

动、 联通、 电信三大运营商推出了疫情期

间行程查询， 立即下载打印好三大运营商

漫游地核查二维码， 分别发给全村的网格

巡查员、 道口排查志愿者以及村办事处窗

口工作人员， 通过运用行程查询技术， 对

外来人员、 办理复工人员、 申请车辆通行

证人员等对象进行轨迹核查， 迅速锁定被

核查人员曾经到达过或途经的地区， 快速

了解被核查人有无重点区域活动史。 疫情

当下， 善用运营商二维码进行技术核查，

使人员排查信息工作更科学， 更便捷。

一天晚上九点多， 包春接到镇领导下

达的通知， 新圩 2队有一村民为新冠肺炎

疑似病例的密接者， 须采取隔离措施， 要

求立即将其送到隔离点。 他一刻没耽搁，

开车来到村民家， 详细说明情况后连夜将

其送到隔离点， 并对其家属落实居家隔离

措施， 返程回家已是深夜。 由于晚上走得

急， 那位村民没带降压药和换洗衣服， 第

二天包春又开车将物品给村民送上， 三天

后传来好消息， 疑似病例被解除。

包春：勤奋务实 勇于担当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正式实

施已近一年， 一年来垃圾分类的理念早已

深入人心。 垃圾分类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

进？ 条例落实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困难？

日前， 市人大常委会来到浦东、 青浦、 嘉

定等区， 就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执法检查。

就近处置如何叫好又叫座

6 月 11 日， 检查组一行来到了青浦

界泾港菜市场。 一走进菜市场， 尽管市场

内人头攒动， 但菜场的地面却十分干净，

每隔几个菜摊就能见到一个分类垃圾桶。

前来买菜的市民都能自觉地按照垃圾的种

类， 分门别类地投放。 摊主告诉记者， 每

个摊位都备有干湿垃圾桶， “我们拣菜产

生的垃圾也都会放进湿垃圾桶， 然后按时

投放。” 摊主说。

走出菜场大厅， 在市场一角的垃圾处

理站， 检查组发现了几个“庞然大物”。

菜场管理方告诉检查组， 这几个大机器就

是垃圾处理器， 菜场产生的湿垃圾送到该

机器中， 能够就近处置。 “但机器自从

2017 年由街道购置后， 才使用了几个月

就发生了故障。” 该工作人员对此颇感无

奈， “我们也去厂家报修， 但修理费实在

太贵了， 我们只能作罢。”

经过进一步了解， 菜场方面闲置机器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用起来“不划算”。

工作人员给检查组算了一笔账： 使用该机

器必须用到麦秸秆等耗材， 按照菜场每日

生产垃圾体量， 耗材就要用 5大包。 “机

器运行的各项费用每天在 2000 元左右，

而我们现在将垃圾送往集中垃圾处理站，

所花费的仅仅为 1200元。” 该工作人员还

指出， 机器处理垃圾的种类不够丰富，

“它只能处置菜叶等湿垃圾， 对于肉类等

富含油脂的垃圾， 处置能力不强。”

“我们希望垃圾处置既方便又经济。”

该工作人员说。 对此， 检查组表示应当关

注就近垃圾处置的效果。 市人大代表许丽

萍认为， 就近处置是垃圾分类源头减量的

关键因素之一， 但就近处置机器的效能需

要后续评估。 她说， 目前本市使用垃圾处

置机器的小区和菜场很多， 使用的机器也

不尽相同。 “哪些机器使用效果好， 可以

设立一个产品推荐目录。” 许丽萍希望垃

圾处置机器闲置的现象越来越少， 从技术

上来保证垃圾就近处置叫好又叫座。

“三驾马车”配合不到位

执法检查期间， 不少区反映垃圾分类

实效还有待提高。 金山区副区长邱运理

说， 在定时定点投放时间外， 一些居住区

点位上还存在少量垃圾乱扔、散落等现象。

误时投放点上，如果没有志愿者，还存在垃

圾混投现象。松江区副巡视员孙伟说，部分

时段、个别区域、有些环节，源头分类还有

较大提升空间。 部分居民尚未养成自觉分

类垃圾的行为习惯， 在非定时定点投放期

间、 一些开放式小区的分类实效不够强。

“三驾马车” 配合还不到位。 一些居

住区内宣传告知有效性不足， “一小区一

方案” 具体措施没有落实细化， 部分小区

仍然采取点位时间“一刀切”， 没有合理

设置投放点位置及开放时间。 部分小区物

业配合度还有待提高， 志愿者巡查机制还

有待完善。 在孙伟看来， 个别小区的“定

时定点” 投放制度推进过于简单化和粗线

条， 少数“定时定点” 社区出现垃圾投放

不规范、 “误时投放点” 垃圾不分类、 湿

垃圾破袋投放后存储异味扰民。 此外， 快

递和商品包装物减量、 菜场湿垃圾就地处

理、 菜场湿垃圾用于农业有机肥生产等源

头减量制度执行尚不到位。

重点场所、人群分类投放质量不高

与居民区垃圾分类投放的成效相比，

单位分类达标率明显较低。 孙伟说， 重点

场所和重点人群分类投放质量不高， 单位

分类达标率低于居住区， 餐饮场所、 菜

场、 机场、 车站等公共特征明显的单位分

类容器规范性和分类实效性明显落后于党

政机关、 事业单位， 医院和学校分类实效

居于中等水平。 究其原因， 还在于特殊群

体宣传不够深入， 尤其是流动人口的生活

垃圾分类参与率不高。 因此， 执法检查的

针对性有待增强， 需要对少数物业企业分

类投放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 个别市民屡

教不改混合投放等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

度。

邱运理也认为分类收集设施有待规

范。 目前居住区、 单位等分类收集设施设

置基本到位， 但还有一些居住区、 单位的

分类设施设置不规范， 缺乏定期维修管

理， 标识错误等问题依旧存在。 居住区内

的垃圾分类硬件设施存在不同程度的老化

现象， 造成垃圾房管理不当， 垃圾桶乱摆

放， 无法入库， 周边环境不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