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卫静雯

) 近日，

记者从广州海珠区有关部门获悉，该区

建立“四中心一平台”

（即木质垃圾回收

处理中心、 大件垃圾回收处理中心、园

林绿化垃圾回收处理中心、废旧玻璃分

拣回收中心和工业布碎信息交易平台）

的垃圾处理体系，推动源头减量。 2018

年全区累计清运生活垃圾 84.8 万吨，回

收高值可回收再生资源 36 万吨， 推动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达 39%。 下一步，

海珠区将 72 个样板小区全部纳入强化

分类收运范围。

搭建木质垃圾回收处理中心

海珠区辖内的琶洲会展中心每年

举行上千次各类展会，产生大量以木板

和人造板

（包装物）

为主的废木材，为提

高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区城管和执法

局与区供销社在琶洲街黄埔村内建设

木质垃圾回收处理中心进行资源化处

理，促进废弃木料循环利用。

据介绍， 该处理中心占地面积约

2800 平方米，主要对接琶洲周边会展撤

展木质废弃物的清理、资源回收、加工

处理，同时对街道、社区回收的废弃木

料及海珠湿地的园林绿化废弃物进行

回收处理，月均回收处理量约 3000 吨。

建立工业布碎信息交易平台

在海珠区中部，由中大布匹市场带

动的制衣企业、加工作坊产生大量工业

废弃尾料

（布碎）

。 据统计，海珠区每天

产生布碎约 500~600 吨， 高峰时期达

1000 吨。

2011 年以来，海珠区引入社会企业

参与布碎回收，建立工业布碎信息交易

平台，由街道提供场地，协调回收公司

设点进场，并购置编织袋免费派发给环

卫工人使用，源头收集工业布碎；环卫

工人把布碎送往回收点， 现场称重，公

司回收， 再将回收的布碎加工处理，有

效促进垃圾源头减量。 目前，凤阳街、南

洲街已与广州市维港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正式对接处置工业固废

（布碎）

，海珠

区每天回收处理工业布碎约 200 余吨。

设立大件垃圾临时存放点 40个

大件垃圾主要是居民废弃的沙发、

床垫等废旧家具，体积较大、回收利用

价值较低。 海珠区建立大件垃圾回收处

理中心，全区共设立大件垃圾临时存放

点 40 个， 要求每个小区、 强制分类单

位、公共场所等至少设置一个大件垃圾

临时存放点，进行统一回收、分拆处理。

自大件垃圾回收处理网络建立以来，

2019 年 1~5 月， 该区共收运大件垃圾

1904 车次，重 2856 吨，拆解出的木材、

金属、海绵等可利用资源 2517 吨。

全区规划餐厨垃圾收运线路 33条

针对餐厨垃圾，海珠区采用“小车

进社区、大车统一运”的方式，全区规划

餐厨垃圾收运线路 33 条， 餐厨垃圾收

运吊装点 104 个，农贸市场垃圾收集点

99 个，调配餐厨垃圾专用车辆 11 辆，着

力推进“干湿分离”工作。

针对机团单位、小区厨余垃圾“量

少、设点难，大型餐厨垃圾压缩车进不

去”的问题，专门配置小型分类电动收

运车 45 台，深入到小区、机团单位将厨

余垃圾转运到指定餐厨垃圾吊装点，再

由区城管和执法局配置全密闭餐厨垃

圾专运车统一专车收运。 目前，该区每

天收运的餐厨垃圾达 100 余吨。

对于辖内产生的有害垃圾按照“居

民分类投放、小区分类收集、街道临时

存放、区统一定时收运、市统一无害化

处理”的运作模式进行收运。 目前，该区

设立有害垃圾临时存放点 19 个、 临时

储存库 4 个，并定期及时清运临时存放

点

（库）

的有害垃圾。

下一步， 海珠区将 72 个样板小区

全部纳入强化分类收运范围，对样板小

区餐厨垃圾实行“公交式”分类收运，并

对落实不到位的小区严格实施红黄牌

警告机制和“不分类、不收运”拒收拒运

机制， 倒逼前端分类投放进一步规范、

精细和主体责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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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新实践

海珠区将72个样板小区全纳入强化分类收运范围

小区垃圾分类不到位“红黄牌”警告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

员 成广聚 ）

针对日前媒体曝光广州

市内存在垃圾分类配备不齐、 混收混

运等问题，昨日，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局组织越秀、 天河两区对问题街道进

行回访检查， 发现涉问题单位切实做

到立行立改，迅速完成问题整改。

针对全市垃圾分类工作存在的短

板，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 将针对全市垃圾分类工作中

存在的短板，立行立改，自 2019 年第

三季度起全市全面整体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 据悉， 按照全市垃圾分类

“全方位覆盖、全链条提升、全社会动

员”的总要求，全市将进一步强化生活

垃圾分类各项措施。

越秀区建设街： 完善分类容

器配备，落实专车专运

市、 区城管部门执法队先对越秀

区建设二马路的临时生活垃圾收运站

进行回访。检查发现，针对疑似垃圾混

收的问题，街道积极开展整改工作，严

格按照规定对垃圾分类容器进行配

置， 并对收运站场内垃圾进行分类堆

放、分类收运，落实了专车专运。

垃圾收运站站长表示， 之前站内

有部分旧款绿色垃圾桶未及时更新，

仅在桶身喷涂了“其他垃圾”标识，与

现款绿色的厨余垃圾桶容易混淆，从

而造成混装问题。 如今已将 400 个旧

款绿色垃圾桶更换成灰色的垃圾桶，

确保整改后垃圾分类容器的桶身颜

色、文字描述、图形标示按规定保持统

一。 在收运环节，站内严格遵循“桶车

一色”的原则，确保落实专车专运，彻

底解决混收问题。

随后， 执法队来到建设大马路的

一个垃圾误时投放点， 发现被曝光的

问题得到改善， 街道已在垃圾收集容

器上增设清晰的垃圾分类标识， 并派

出垃圾分类监督员加强对居民的指

引。

天河区沙东街： 加强清运流

程监管，严收厨余垃圾

天河区沙东街陶庄压缩站同样是

被曝光疑似垃圾混收混运的问题单

位。由于清运时间已过，压缩站已完成

上午的清运作业和保洁工作， 执法队

并未发现餐厨垃圾混收等问题。

街道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在媒体

曝光后，街道立即进行整改部署，现对

辖区内样板小区的垃圾点采取厨余垃

圾、其他垃圾分开摆放、分类运输。 对

于样板小区的厨余垃圾， 区内统一派

专车运送，并安排街道、志愿者、垃圾

分类监督员、 物业单位等多方每天值

班对清运流程进行监督， 确保餐厨垃

圾和其他垃圾不出现混投混收现象。

据了解， 该压缩站主要对辖区内

的其他垃圾进行压缩处理， 周边餐饮

单位的餐饮垃圾会被临时存放在指定

区域，每天定时由区专车统一清运。

全方位覆盖： 各区按照分类投放需

求在

2

个月内配齐四分类垃圾桶， 强化

收集点的维护保洁， 设置垃圾分类咨询

举报电话， 动员基层党员和环卫工人开

展入户宣传、派发分类指引宣传单，加强

对居民的培训指引， 指导督促社区 （小

区）居民做好垃圾分类。推广农村垃圾分

类典型经验，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提升农

村垃圾分类水平。

全链条提升：在分类投放环节，在做

好全覆盖的基础上， 对有条件的社区可

以进一步发挥社会企业和互联网的作

用，引入智能化分类设施，提高分类投放

精准度；在分类收运环节，进一步提升机

械化作业水平和分类收运能力 ，

1

周内

公布分类运输车辆收运路线和投诉举报

电话，加强收运工作动态管理，接受社会

监督。推进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一体化，通

过企业化专收专运， 彻底解决混收混运

和车辆滴漏问题。 健全可回收物回收网

络和大件垃圾投放拆解回收点， 用好低

值可回收政策，引导鼓励更多企业参与；

在分类处理环节，充分用好现有设施，发

挥现有产能，为前端分类提供支撑。全力

推进各焚烧发电厂二期及餐厨处理设施

建设，为全市垃圾精准分类提供保障。

全社会动员： 进一步压实垃圾分类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责任， 加强沟通协调

和工作联动，推动“两网深度融合”。全市

各系统各行业、 所有社区村庄都要动员

发动起来，使人人知晓、户户行动。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对越秀、天河垃圾分类存在问题的街道进行回访检查

立行立改！ 涉问题单位补齐“短板”

何谓“全方位覆盖、全链

条提升、全社会动员”？

整改后的垃圾分类容器。 通讯员供图

若样板小区第一次餐厨垃圾比重未达标，将会收到黄牌警告，责令限

期一个月整改。 若该样板小区的餐厨垃圾比重第二次未达标，将会收到红

牌警告，责令一个月内完成整改。第三次餐厨垃圾比重仍未达标，则该小区

将被拒绝收运该产生的生活垃圾。

红黄牌警告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