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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在行动

广州街道逐个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廖培金）

广州市社会组织拟共同参与

垃圾分类， 广州志愿者协会将依托公

益时间银行开展“垃圾不落地” 志愿

服务项目。 昨日， 2019 年第三期广州

市社会组织新闻发布会举行， 新闻发

布会以“垃圾分类， 社会组织在行动”

为主题， 倡议动员全市社会组织迅速

行动， 社会组织将普及居民垃圾分类

知识， 促进居民进行分类； 在分类后，

在“中后端” 发力， 确保生活垃圾分

类收集、 分类运输， 至于可利用的再

生资源还将采取“互联网+” 模式， 鼓

励市民通过供销社“92 回收” 平台线

上预约上门回收。

垃圾分类： 协会将多种形式覆

盖居民 普及分类知识

发布会上， 广州市社会组织联合

会秘书长焦杨向全市社会组织发出

《垃圾分类， 社会组织在行动！》 倡议

书。 广州市社会组织联合会倡议全市

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在服务群众、 凝聚

群众的优势作用， 充分体现在倡导和

动员全社会力量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持

之以恒落到实处、 为广州实现老城市

新活力的责任担当， 广泛宣传， 当好

垃圾分类工作的讲解者； 身体力行，

当好垃圾分类工作的践行者； 发挥优

势， 当好垃圾分类工作的推动者。 广

州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长李永新、

广州市志愿者协会秘书长甄鹤等分别

介绍了社会组织参与垃圾分类工作的

具体做法和行动方案。

要实行垃圾分类， 首先要让居民

提高意识、 普及分类知识。 社会组织

将如何发挥作用？ 广州市志愿者协会

表示， 将依托全市 188 个社区志愿服

务阵地和公益时间银行， 通过广州公

益时间银行上线“垃圾不落地” 行动

项目， 积极引导全市志愿者参与垃圾

分类工作。 以“文化大篷车进社区”

等志愿服务活动为载体， 通过文艺活

动等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 丰富

垃圾分类引导方式。

在市民垃圾分类中遇到具体问题

如何解决？ 广州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表示， 将植根社区物业服务， 推动各

物业管理企业在日常工作中广泛收集

业主意见， 及时总结提炼， 向相关部

门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

例如， 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 运输、

处理全流程优化等， 并全方位加强垃

圾分类工作宣传， 让社区居民全面了

解垃圾分类意义。 下一步， 将鼓励物

业管理企业在物业项目建设宣传科普

基地， 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加强

技术创新， 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垃圾

分类效率。

广州城市矿产协会则成立垃圾分

类培训学院， 组建了一支多数由专家

学者、 政府相关业务负责人构成的生

活垃圾分类讲师团， 编制了 《生活垃

圾分类通识教材》 《生活垃圾分类学

习小手册》 等教材。 协会以公益院线、

积分兑换、 入户宣讲等形式， 让居民

更积极参与进来。

广州市中大社工服务中心则通过

推动垃圾分类志愿服务积分制， 所获

积分优先兑换社工站公益服务， 来调

动居民的积极性。

此外，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大源

村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则将在城乡结

合部发力， 制定大源社区垃圾分类激

励制度， 鼓励全民参与垃圾分类工作。

分类之后： 确保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分类运输

对于垃圾分类来说， 环卫工人是

垃圾分类工作的最前端接触者。 广州

环卫行业协会将提高环卫工人的垃圾

分类意识和工作水平作为工作重点，

对一线环卫工人分批开展了垃圾分类

的提高性辅导班， 提高一线环卫工人

对垃圾分类要求的知晓率。 该协会负

责人表示， 下一步， 协会将进一步创

新垃圾分类工作方法， 比如， 天河区

将实行“四个一色”， 在垃圾收运上做

到“桶袋一色” “桶车一色” “桶厢

一色” “车厢一色”， 确保生活垃圾分

类收集、 分类运输； 同时还大力推行

小型机械结合人工作业模式， 提高城

中村、 内街内巷作业质量。

分类好了垃圾， 如何更好地回收

有价值的垃圾呢？ 广州再生资源行业

协会促资源就在这方面下功夫， 下一

步， 协会将建立“两网融合” 体系，

积极探索再生资源品种“互联网+” 和

APP 交易平台， 持续宣传垃圾分类中

再生资源的重要作用。 广州市白云恒

福社会工作服务社也将深入社区， 做

好前中后端“闭环式” 垃圾分类工作。

并针对当地资源及需求打造特色项目：

例如， 针对新港街附近布匹市场富余

布料难以处理的问题， 对碎布进行再

生改造， 实现资源再生利用。 针对金

沙街辖内低保低收、 残障人士家庭居

多， 小区环境卫生脏乱差， 环保意识

相对较弱等问题， 运用酵素制作、 植

物种植等手法， 通过回收利用垃圾美

化社区环境。 该社工服务社表示， 接

下来将进一步加强宣传“互联网+” 模

式， 鼓励市民通过供销社“92 回收”

平台线上预约上门回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叶玉冰）

脏臭

垃圾屋经过改造升级变社区一景，垃圾

分类智能语音小助手教你快速分类垃

圾……白云街广九社区通过整合资源，

改造升级垃圾中转点，建设定时误时投

放桶点， 引导居民正确分类准确投放，

增加居民的投放舒适度。

垃圾中转点经改造，干净整洁获好评

过去， 广九社区有一个垃圾中转

点，因为脏臭、滋生蚊虫等问题，曾经遭

到周边居民投诉。 不过，自白云街开展

垃圾分类工作以来，原来的垃圾中转点

经过改造提升，变成干净整洁的垃圾分

类投放误时点与垃圾分类回收转运站。

从外表看， 小小的垃圾分类屋有

“窗”有“屋檐”，与普通房屋没什么区

别。 仔细一看，垃圾屋设计得别有一番

心意。 该垃圾屋不仅设置了四个垃圾投

放窗，还设有“酵素制作蔬果收集区”，

居民将废果蔬投放此处后，环卫工人会

对废果蔬进行加工，制作具有清洁除臭

功能的环保酵素。 白云街环卫站站长周

恒良称：“这些酵素汁会通过积分兑换

的形式发放至居民手中，他们可以用来

清洁家居。 ”

走进垃圾屋内，发现“内有乾坤”。

一排排垃圾桶被洗刷得干干净净，原来

该垃圾屋实施了“三清三洗一消毒”的

管理政策，垃圾每天清运3次。 可回收垃

圾被整理放置在小房间里， 等待回收。

垃圾屋上方摆放着许多绿植，美观之余

吸收废气，加上露天通风，在屋内基本

闻不到“特别”的味道。

值得注意的是，从垃圾屋的设计到

施工改造，几乎所有工作都由白云街环

卫站的环卫工人承包。 周恒良告诉记

者：“除了琉璃瓦和不锈钢架子是从外

面购买的，别的材料，包括砖头、瓷片，

都是我们环卫工人回收的，垃圾屋上面

的绿化也是我们自己种植维护的。 ”

全街建设定时误时投放桶点

“长得好看又实用的” 的广九社区

垃圾屋实际上是垃圾误时投放桶点。 据

悉，白云街正着重建设定时误时投放桶

点，各社区要结合实际科学设置定时误

时桶点，原则上300~500户设1个定时桶

点，1个社区或封闭式管理小区设置1~2

个误时桶点。

定时投放点通常上午7:00~9:00以

及晚上19:00~21:00这两个时间段开放，

而误时投放点是24小时开放，居民可在

全天任意时间将垃圾投放至误时投放

桶点。 环卫工人刘清生说：“自从推广垃

圾定时定点投放模式，不少居民开始到

投放点来投放垃圾，对于那些没有进行

垃圾分类的居民，我们会及时地告诉他

们该如何分类。 ”

在广九社区，定时投放点与误时投

放点均设置“垃圾分类小天使语音广

播”，只要居民靠近广播宣传杆，垃圾分

类语音提示会自动播放，提醒并指导居

民分类垃圾。

另外，该两处投放点均设置了洗手

盆、洗手液、擦手纸等便民设施，环卫工

人刘清生说：“有一些居民习惯扔完垃

圾后清洁双手， 现在安装了这些设施，

不仅方便他们清洁，也一定程度地提高

居民分类垃圾的参与度。 ”

垃圾分类新做法， 白云街推行

“六个一”

据了解，白云街积极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成立街垃圾分类领导小组以及各

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组， 设立街分类办，

号召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社区党员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支持垃圾分

类事业，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同时， 白云街完善垃圾分类机制，

合理设置各社区桶点和收运点，全面推

行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制度， 坚决贯彻

“撤桶下楼”和“在家分好类、定时拎下

楼、定点精准投”工作要求，建设了街道

玻璃回收站和大件垃圾分拣点，广泛开

展培训宣讲等活动，培养居民形成良好

的分类习惯。

另外，白云街还探索创新“六个一”

新机制，具体包括一支党员先锋服务队

伍、 一个共建共治共享协商委员会、一

个宣教文化广场、一个垃圾分类示范社

区、一个志愿服务行动站、一个垃圾分

类示范点。

共同参与垃圾分类 广州社会组织打算这样干

鼓励市民线上预约上门回收

白云街广九社区改造垃圾中转点，增加居民投放舒适度

智能语音小助手现场教快速分类

广九 社 区 的 垃

圾误时投放点，有屋

檐有窗户，好看又实

用。

信息时报记者

叶玉冰 摄

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