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推进

让垃圾分类成为文明自觉

“这是矿泉水瓶，应该放到‘可
回收垃圾桶’；这是废旧电池，应该
放到‘有害垃圾桶’……”2月25日
是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在江北区一
家幼儿园，孩子们正在老师们的带
领下，开展一场“我是垃圾分
类小能手”的比赛，让孩子
们能从小培养幼儿垃圾分
类的意识，提升他们的
环境保护意识。

做好生活垃圾分
类，关键在让老百姓
转变观念，让垃圾分
类成为一种自觉、一
种习惯。为此，近年
来，江北区着重从开
展宣传教育入手，通
过各种各样的途径，举
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加
大宣传力度，为实现垃圾
分类处置营造良好的舆论氛
围。

从2015年开始，江北区在全市
率先开设垃圾分类课程，该区52所
中小学、125所幼儿园免费发放由
江北区城市管理局编发的《绿色生
活，从垃圾分类开始》科普教材共计
48000册，从小培养垃圾分类的文
明意识。

同时，江北区还专门设计
了“垃圾分类推广大使卡通
形象”，4个颜色各异、代
表不同垃圾类别的卡通
宝宝成为该区垃圾分类
推广大使。

去年以来，江北区
还通过各类宣传活动开
展垃圾分类宣传：如利用
国庆假期在重庆科技馆
开展“垃圾分类、垃圾回收
——你就是影响力”主题游
戏宣传活动，参与者和参观
者达上万人；10月在鸿恩寺实
验学校开展江北区教育系统垃圾
分类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全区50余
所学校校长及1600名学生参加本
次启动仪式，全区各中小学通过主
题班会、现场体验等多种方式开展
垃圾分类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开展
入户宣传活动19150次；城管局及
各街镇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173次，通过微信自媒体宣传
693次，先后被主流媒体报
道540次，各街镇开展垃圾
分类培训26次，群众知晓
率达到60%以上。

今年1月1日，《重庆
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
法》正式实施。按照市委、
市政府有关部署和办法要
求，2019年，江北区计划把
垃圾分类工作从去年的两个
示范街镇一个商圈扩展至六个
示范街镇一个商圈，将涉及54个
社区，45万户居民，472家区属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小学校、幼儿园
等，预计新增或更新公共区域垃圾
分类投放设施2600余套。所有新
增的垃圾分类小区、单位及公共区
域在设置垃圾分类投放设施的同
时，必须配套建设相应的分类收集、
运输及处理设施设备，严格做到分
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
处理。

江北区计划，到2020年，全区
九街三镇实施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示
范试点的街道比例达到100%，餐
厨垃圾收运处理率达到100%，生
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35%，全区
区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生活垃圾强
制分类取得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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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先行

加快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走进江北区鱼嘴镇和韵家园小
区，小区路面整洁，每栋居民楼下，红、
灰、蓝、绿4个垃圾桶依次摆放，次序
井然。

和韵家园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农转
非安置社区。从去年开始，在江北区
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该小区被纳
入垃圾分类试点。一年来，和韵家园
小区坚持党委统揽、政府主导、上下联
动、全民参与，先后召开工作部署会、
楼院长动员大会、物业联席会等，明确
目标任务，细化工作责任，落实工作举
措，确保垃圾分类有统有筹、落实落
地。

“在干部带头、志愿督导和积分奖
励的多重激励措施下，小区参与垃圾
分类活动的居民从最开始的200余户
增加到现在2000余户，参与积极性大
幅提高。”和韵家园社区负责人张学介
绍说。

和韵家园社区只是江北区推行垃
圾分类工作的一个缩影。据江北区城
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
区按照“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因地制
宜、循序渐进，完善机制、创新发展，协
同推进、有效衔接”的基本原则，主要围
绕“五个第一”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该区把强化组织领导作为垃圾
分类“第一保障”。区政府成立了江
北区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由分
管副区长任组长；2018年全区召开
垃圾分类动员会11次、专题推进大
会 26 次；区级专项调研工作会 12
次，实地实时解决工作问题38个。

把落实分类责任主体作为垃圾分
类“第一要务”。2018年，江北区把
472家区属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区
属中小学校、幼儿园、观音桥、江北城
街道、江北城商圈确定为分类试点示
范街道，其余10个街镇确定1个社区
为垃圾分类示范社区。全区责任主体
单位制定了垃圾分类工作方案130
份，公共机构、社区签订垃圾分类目标
责任书162份。

把配齐完善设施容器作为垃圾分
类“第一道门槛”。2018年江北区垃
圾分类工作涉及165552户、29个社
区、2689个单元楼。全区发放了8417
个分类垃圾桶、家用厨余垃圾桶2442
个，垃圾分类袋36万余个。通过改善
小区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向居民登记
发放厨余垃圾桶等方式给市民提供垃
圾分类的良好环境，推进分类工作的
实施。

把市民知晓率和参与率作为垃圾
分类“第一关键”。开展分类示范片区
建设，示范镇街50%以上。采用“五个
一”及实物发放方式提升市民知晓率
和参与率，即“一个宣传栏、一个实物
展示板、一个分类流程图、一封公开
信、一本分类手册”。

把提升分类投放准确率作为垃圾
分类“第一着力点”。12个镇街、商圈
建立了分类指导员、志愿者、分拣员队
伍，社区聘请楼栋管理人员、清扫保洁
人员为楼道分拣员进一步强化分类指
导、监督工作。示范街镇分类效果明
显提升，示范小区分类投放正确率达
到60%以上。

率先探索

打响垃圾分类攻坚战

3月12日一大早，家住江北区金科廊
桥水岸的小区居民王艳秋女士像往常一
样把家里的垃圾拿出家门。王女士手里
拿着两个垃圾袋，一个是装着昨天厨房
产生的垃圾，一个装着几个矿泉水瓶、
易拉罐。接下来，她会把这两包垃圾
分别投放到小区楼下不同的垃圾箱
里。

王女士所拿的垃圾袋与一般垃
圾袋不一样，每个袋子上有二维码标
记，相当于每袋垃圾都有了“身份
证”。在小区的垃圾房内，工作人员
将对这些带有“身份证”的厨余垃
圾袋进行扫描抽查，正确分类的居
民每月将得到80分积分奖励，可
用于兑换30个厨余垃圾袋。

不仅如此，廊桥水岸小区居
民还可以在每周六或周日到小区
参加“资源回收日”活动，把可回
收垃圾带到现场换取积分奖励，
积分奖励可兑换肥皂、洗衣液等
生活用品。

“垃圾分类投放有利于保护
环境，我们小区垃圾分类投放已
经4年多了，大家现在都已经养
成了习惯。”王女士说。

垃圾分类看似小事,实则
关乎生态文明建设和打赢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大局。

从2014年底开始，江北区
就在我市率先“探路”垃圾分类
工作。该区在金科廊桥水岸、
金科金砂水岸、长安麒麟公馆
等居民小区先行试点，并通过
各种途径加大垃圾分类的宣
传力度。

近年来，江北区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全面贯彻落实
城市提升及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的发展战略部署，加快建
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
运输和分类处理体系，不断
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 水
平。

“垃圾分类不是简单的举
手之劳，而是一个科学体系，
综合体现了一座城市的管理
水平，市民文明程度的高低。”
在江北区有关负责人看来，以
推进垃圾分类制度为抓手做好
垃圾处理工作,是重大民生工
程、民心工程,对于建设生态文
明，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
城市品质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当人们放眼长远，关注不纠结于
垃圾分类的“小麻烦”，让“麻烦
事”变“分内事”，让垃圾分类成为
新习惯、新风俗、新规矩，那么文明
的行为方式就能逐渐养成，垃圾分
类就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新时
尚”。

据了解，到2018年底，江北区已实现
公共机构及相关企业生活垃圾分类的全覆

盖；示范区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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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处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

义，也是功在当代、泽被后世的利民之举。

早在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就“普遍

推行垃圾分类制度”作出重要指示。去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垃

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要把这项工作抓

实办好。

近年来，江北区把垃圾分类工作作为生

态文明建设和城市提升的重要抓手，并于

2014年底开始“探路”垃圾分类工作。经过4

年多的探索和实践，目前，江北区已建成3个

垃圾分类示范片区，示范片区内基本实现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主体责任全覆盖、生活垃圾

分类类别全覆盖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

运输、处理系统全覆盖。

到2020年，江北区将实现九街三镇全面

实施居民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辖区内所有社

会单位强制落实垃圾分类制度；餐厨垃圾收

运处理率达到100%，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

过35%以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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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城市环境 提升城市品质

江北 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

江北区建立了区级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业、本系统垃圾分类的指导和督促检查，

区环卫部门负责辖区生活垃圾收集、运输，街
道、社区组织发动辖区居民、单位及居民积极参
与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置管理的四级管理体制。
坚持实行全天候巡收制度，安排各类清运车
辆，对城区 38 个垃圾收集点位进行及时巡
收，做到随满随清，日产日清。目前，易腐

垃圾收运处理率100%，生活垃圾回收
利用率超过 28%，无害化处理率

100%。

NO.NO.11

主推“市民推广模式”

江北区目前已在寸滩街道廊桥水岸、
华新街道金砂水岸、观音桥街道鸿恩雅苑、观
音桥街道鲤鱼池小区等 4 个小区开展试点工
作。4个“服务外包”试点小区的可回收垃圾由
再生资源回收企业负责收集、运输、处理，易
腐垃圾由试点小区物业公司收集，区固废公
司负责运输、处理，其他垃圾由区固废运

输公司负责收集、运输，有害垃圾由具
有环保资质的收运企业负责收

集、运输、处理。

NO.NO.22

适度开展“服务外包模式”

未来，江北区将在已经引入智能垃圾分
类机的基础上，着力推进智慧环卫系统建设，
开启AI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新时代，建立全生态
链的智能回收体系。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物联网等先进科技，促进垃圾分类回收系统线
上平台与线下物流实体相结合，实现对可回
收、有害垃圾前端有偿分类回收、中端统一

运输、末端集中处理。

NO.NO.33

积极推动“智能回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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