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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

已近半年。近日，中新网记者跟随“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组深

入上海，发现垃圾分类在这里已初显成果，一场引领全国的环

保“新时尚”正向着全民“新习惯”转变。

成果初显：分类实效快速提升

《条例》将生活垃圾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

垃圾分为四大类，个人或单位未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将面临

处罚。它不仅实现了管理区域、管理对象全覆盖，同时还加大

了惩处力度。

上海市人大代表、徐汇区凌云街道梅陇三村党总支副书

记尚艳华在《条例》实施前充满了担忧，“大家能否接受？是否

愿意参与？”她坦言垃圾分类在她所在的以老年人为主的老小

区绝非易事。令尚艳华没想到的是通过前期宣传，连《条例》中

的非强制性条款都得到了居民的自觉遵守。

然而，这仅仅是众多居民小区的缩影，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委员、城建环保委委员魏东表示《条例》实施以来，垃圾分类取

得的成果和民众的参与度均可以用“超出预期”来形容。

根据最新数据，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实效快速提升：可回收

物回收量达到5600吨／日，较2018年增加了5倍；湿垃圾分出

量已超过9000吨／日，较2018年增长130%；干垃圾处置量控

制在15275吨／日，比2018年底降低了26%；有害垃圾分出量

为0.62吨／日，较2018年增长了5倍。

绿色发展：后端处理变废为宝

在闵行区餐厨再生资源中心，一辆辆载满湿垃圾的运

输车缓缓驶入，它们在密闭仓里卸料后，湿垃圾将分三路被

处理。

其中，残渣过滤后被运走；污水通过提油处理形成粗油

脂，为上海近200家加油站提供生物柴油；留下来的有机物会

通过微生物好氧发酵系统转化成肥料产品。这些肥料产品会

与施肥方法一起提供给农民，帮助他们培育农作物。间接地，

城市的湿垃圾完成了为农业服务的“华丽转变”。

中心负责人介绍，目前处理系统的极限处置能力已接近

每天245吨，服务上海市闵行区、徐汇区近500万人口。中心的

垃圾接收量在《条例》实施后显著增加，状态已由“吃不饱”变

成了“吃不了”。

作为垃圾分类的重要环节，生活垃圾末端处置的能力

稳步提升。在上海，像闵行区餐厨再生资源中心这样 200吨

以上规模的湿垃圾处理厂共有 6 座，除此之外大大小小的

处理厂遍布每个城区，保障整个城市千万级的垃圾完成转

变之路。

“老百姓垃圾分类做好了，我们从中受益也多了。”中心负

责人告诉记者原来由于塑料袋易缠绕在轴环上，发酵机每个

月都要清炉一次，而现在这个程序可以完全省去。

任重道远：“新时尚”成为“新习惯”

98.08%赞成比例，在今年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

《条例》以高票通过审议。魏东清晰地记得98.08%这个数字，他

说这是对历时一年、近10次意见征询讨论、汇集26000余份社

会各界意见的前期调研工作的充分肯定。

“《条例》实施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们说上

海引领了垃圾分类‘新时尚’，如今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工作

是把它变为‘新习惯’。”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总工程师朱心军认

为垃圾分类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

垃圾分类的实施是人与规则的互动，它给上海市基层治

理工作提出了挑战，按照发现－分析－解决的路径，很多问题

被化解。比如按时按点投放垃圾给一些上班族带来不便，小区

便设置了专人管理的误时投放点。

朱心军表示市民习惯的养成需要各方面的合力，需要强

化垃圾产生者的主体责任，加强志愿者的辅导，其最终目的是

所有志愿者都能撤出社区，最后还要持续强化宣传力度。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上海上海：：将垃圾分类进行到底将垃圾分类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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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市废弃物管理处获悉，自“生活垃圾怎

么分”查询平台推出以来，总访问人数超过500万

人，查询总量已超过2700万次。

2019年 1月《条例》通过时上海市废弃物管

理处与上海发布联合推出“生活垃圾怎么分”2.0
版查询平台。3月，推出了“生活垃圾怎么分”查

询小程序。7月，更新上线“生活垃圾怎么分”小

程序2.0版本，该版本开通了“模糊查询”“语音查

询”功能。9月，与上海大数据中心“随申办”公共

服务功能对接，提供数据接口，同期在“生活垃圾

怎么分”小程序中推出“智能匹配”“纠错”功能，

提高查询效率。

据悉，截至目前，该查询功能的总访问人数超

过 500万人，男女比例约为 3：7，平均访问时长约

为 3分钟，浏览量共计 2400万余次，其中上海占

89.56%、其余城市占 10.44%，查询总量共计 2700
万余次，目前平台可供市民查询的词条总量近10
万条。

另据了解，自“垃圾分类宣讲团”今年 4月正

式成立以来，截至 11月 12日，已完成 102场宣讲

活动，受培训人数高达11000余人。

为了让分类宣讲团培训内容可以传播，让更

多的人加入志愿宣讲行列讲解正确的分类知识，

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根据单位职员、社区居民、

中学生、小学生及幼儿园学生五类不同宣传对象

的特性，编制了五套较为全面的教学资料包，资

料包中包括教学大纲、宣讲PPT、配套教学文案、

教学道具制作方式以及配套图片、视频素材等，

并及时根据配套文件予以更新。全套材料在“垃

圾去哪儿了”微信公众号的行业管理一栏中可以

下载，同时还向社会公开了权威文件及实用宣传

资料的下载。

来源：环京津新闻网

近日，普陀区梅岭苑的5G智能垃圾房

成了小区“红人”，不少路过的居民都忍不

住赞叹“真洋气”！从 10月初开始，梅岭苑

的居民就发现，家门口的垃圾房“升级”

了。在规定时间内，人一走近，垃圾投口就

会自动打开，投放完后又会自动关起来。

这是上海首个试点的5G智能垃圾房，

通过5G网络和智能化改造，可实现垃圾称

重、满溢提醒、定时开放、视频监测等功

能，还可将收集到的数据实时传回后台。

对管理人员来说，更是告别“只能靠经验

判断”，实现根据数据科学调配，大大提高

了垃圾分类管理效率。

“隐藏”多个智能助手

“梅岭苑智能垃圾房，干垃圾垃圾桶

已满。”11月 29日 19时，梅岭苑工作人员

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提醒信息。随后，清

运人员立即前来清运垃圾。

从外观上看，位于梅岭苑的5G智能垃

圾房和普通垃圾房相比，并无大的差异。

但其实，5G智能垃圾房内“隐藏”着多个

“智能助手”，可以24小时全方位监测垃圾

房内外部情况。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每个垃圾桶正上

方，都设有一个小型容量监测传感器。一

旦垃圾桶满溢，传感器收集到的信息就会

实时被传输回管理后台，提醒相关工作人

员前来清运。

垃圾桶底部，并不是普通地面，而是

地秤。小区每天投放多少垃圾，数据也会

传输到管理后台。

在每个投口上方，都设有红外线感应

器。垃圾投放规定时间外，垃圾投口的门

是无法打开的；规定时间一到，只要走近

垃圾房，投口就会自动开启。投放完成后，

投口又会自动关闭。

在 5G 垃圾房内外，还设有四个摄像

头，可24小时记录情况。外部的两个摄像头

可以监控垃圾箱房外部情况，例如了解规

定时间外，是否有人将垃圾直接堆放在垃

圾房门口。内部摄像头可以监控垃圾房内

部情况，例如是否有烟头引起垃圾着火等。

保证这些“智能助手”正常运行的，就

是有着大带宽、高速率、低时延特点的 5G
网络。据上海联通项目负责人介绍，在距

梅岭苑 300米左右，建有 5G基站，连上 5G
网络后，各个智能设备采集到的数据都可

实时传回管理后台。管理人员只需通过手

机APP或者进入后台，就可以了解5G智能

垃圾房的状态，包括垃圾房窗口状态、各

类垃圾数量、视频直播等。

准确判断居民投放习惯

除了收集数据之外，作为 5G 智能垃

圾房的“智慧大脑”，管理后台还会对每日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让垃圾分类情况一目

了然。

“11 月 27 日 16：57 到 11 月 28 日 16：
57，湿垃圾 10千克，干垃圾 14千克，可回

收垃圾 6千克，有害垃圾 5千克。”选好任

意日期，对应时间段内的不同垃圾情况就

会生成量表。

上海联通项目负责人介绍说：“从近

两个月的统计数据来看，居民在规定时间

外的违规投放行为大大减少了。完成定时

定点投放后，垃圾清运的效率也大幅提

高。一名垃圾清运员可能需要清理多个小

区的垃圾，通过满溢提醒，就可以准确制

定清运路线。以前这些都只能依据经验判

断，现在有了数据就更准确了。”

此外，从单个小区垃圾房来看，可以

通过数据了解到小区有多少人投放垃圾、

每个人平均每天投放几次垃圾、垃圾总量

是多少、投放时间是什么时候等。

通过一段时间的数据分析，管理人员

就可以了解小区居民的投放习惯，从而对

规定时间进行个性化调整。对于不同种类

垃圾桶的设置，也可以参考数据进行更科

学的调整，比如说干垃圾产生量比较多，

就可以适当增加干垃圾桶数量。

随着5G垃圾房的广泛使用，将全市各

个点的数据汇集到一起，就可以形成一张

“上海垃圾分类大数据地图”，为之后的垃

圾分类政策制定等提供数据支持。

更多智能垃圾房将上岗

截至 10月中旬，上海共计开通 11859
个5G基站，已实现核心城区5G室外覆盖，

主要包括中心城区以及虹桥商务区、自贸

区新片区等重要区域，并力争在年内完成

外环线以内主城区的基本覆盖。

5G时代的到来，将给居民的衣食住行

带来巨大改变，也将赋能各个行业发展。

据上海联通透露，在5G+垃圾分类方面，目

前上海联通正在和多个区沟通 5G智能垃

圾房的试点落地。此外，宝山、嘉定、奉贤、

普陀等区共十多个点的智慧垃圾房也已

经开始建设。

上海联通项目负责人表示，大量数据

通过 4G传输，容易出现卡顿、清晰度不高

等问题。目前还只是 5G垃圾房试点，如果

之后大规模应用开来，5G的大带宽、高速

率、低时延优势就会更加明显了。

5G技术还给智能设备的升级换代提

供了巨大空间，目前首个试点的5G智能垃

圾房还是“初级版”。在不久的将来，5G技

术将同人脸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

识别居民身份自动进行积分奖惩，让更多

垃圾能够放对地方，成为资源。

来源：新闻晨报

澳大利亚：红盖黄盖，容易辨识 澳大利亚的垃圾分

类比较简单，红盖垃圾桶多用来储存送填埋场的垃圾，黄

盖垃圾桶装各类可回收干垃圾，绿盖垃圾桶用来装从花园

等处产生的有机物垃圾。该标准全国通行，便于居民在各

州流动时也可以容易辨识。在学校教育方面，澳大利亚各

州及市议会都推出了不同的学校教育项目，以提高学生的

垃圾处理和环境保护意识。

日本：规定时间，指定地点 日本是世界上垃圾分类

要求最严格的国家之一，但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

几十年的努力。如今，日本垃圾分类越发细致、复杂。以东

京都涩谷区为例，家庭垃圾被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

资源垃圾和大件垃圾四大类，各大类继续细分，例如资源

垃圾分为矿泉水瓶、玻璃瓶、纸、铝罐、铁罐等。而且，每种

垃圾要按规定时间放在指定地方，丢弃大件物品还需另付

费用。如果未按规定分类或未在指定时间投放垃圾，垃圾

将会被退回。

奥地利：日常垃圾，分类丢弃 奥地利的日常垃圾分

类十分细致，并倡导对有价值的垃圾进行可回收利用，

减少环境负担。日常垃圾中产生的食物垃圾、生活废物

垃圾和废弃纸张等可在居民楼里的垃圾点分类丢弃；塑

料包装和金属包装这类包装类的垃圾、生活有害垃圾以

及有色和无色玻璃瓶则需要居民前往邻近垃圾收集点

分别丢弃。

楼房和垃圾点收集来的垃圾会有政府和指定的专业

公司定时统一清理。奥地利的家庭以及学校会从孩童开始

就普及垃圾分类的概念和基本做法。

来源：环球网

从约束到习惯从约束到习惯：：国外的垃圾分类是如何做的国外的垃圾分类是如何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