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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新实践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谭啟菊）

购入

分类设施，样板小区撤桶，严格实行不

分类不收运制度……近期，海珠区滨江

街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并严格执行

《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只要

不进行垃圾分类， 便马上开整改通知

书，不整改便不收运。

推进样板小区工作

目前， 滨江街共有 4 个样板小区，

其中中海名都及椰城苑小区已陆续撤

桶。 滨江街环监所所长黄丽娴表示，希

望逐步推进样板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

以样板小区带动其他单位。 在样板小

区的建设中，也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

做法。

记者了解到，中海名都小区 8 月 1

日将 16 栋楼的垃圾桶全部撤走。 楼层

撤桶后，中海名都在园区内设置了四组

垃圾桶，每栋楼地下车库均有一组垃圾

桶， 可以满足小区各条线路的投放需

求。 中海名都小区项目经理周福清告

诉记者，目前还在根据投放情况及业主

意见， 陆续调整垃圾桶的摆放位置，希

望在推进垃圾分类的同时，不影响周边

环境。

撤桶后， 小区楼梯空间得到扩大，

环境也更加整洁。“有时经过后楼梯，

一点异味也没有了。 ”对于撤桶后的变

化，小区居民陈先生觉得十分明显。

为了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中海名都

还组建了一支 16 人的应急清洁队，加

上原有的 26 名清洁员， 可保证小区内

的垃圾清运工作顺利进行。

严格执行拒收拒运机制

在垃圾分类工作中，滨江街环监所

还十分注重与街城管执法队的配合。

“有些小区物管或者商户不愿意配合，

我们便联系执法队， 由他们开出整改

通知书。 ”黄丽娴告诉记者，有些市民

还是存在侥幸心理的， 以为垃圾分类

只是口头说说，不会动真格，他们会联

合执法队开展行动， 让市民看到政府

部门进行垃圾分类的决心。

根据《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

例》，海珠区 72 个样板小区全面落实分

类收运，其中，对样板小区餐厨垃圾实

行“公交式”分类收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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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了解

到，此前滨江街有一个样板小区未将餐

厨垃圾分开，环卫工人拒绝收运。 面对

散发异味的数吨垃圾，小区物管才真正

了解拒收拒运机制的严格，此后该小区

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推行得十分顺利。

此外，滨江街环监所也注重收集居

民意见，从改善垃圾分类设施等方面着

手，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目前，滨江

街环监所购入了 300 个铁钩，派发到有

需要的小区中，用于垃圾袋破袋。此外，

该街还计划在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处

安装水龙头和洗手台，方便居民扔完垃

圾后洗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通讯

员 穗商务宣）

以后餐厅不能再乱推

销“套餐”了。昨日，市商务局发布《广

州市推进大型综合体、餐饮行业生活

垃圾分类源头减量专项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并全面启动

全市大型综合体、餐饮行业生活垃圾

分类源头减量工作。 接下来，将督促

相关企业引导顾客理性订餐，严禁借

提供套餐服务的方式推销过量的食

物。

行动方案：3年时间实现生活

垃圾数量零增长

《行动方案》提出，按照“全链条

提升、全方位覆盖、全社会参与”的思

路，用 3 年的时间逐步实现全市大型

商业综合体、餐饮行业生活垃圾分类

全覆盖、垃圾数量零增长，为推动广

州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持续走在全国

前列提供保障。

源头减少方面，严禁餐饮企业借

提供套餐服务的方式推销过量的事

物，切实减少食品浪费。 并且鼓励企

业根据人数和餐品份量主动提醒顾

客适量点餐， 建议吃多少点多少，吃

不完打包走。 针对自助餐浪费等问

题， 鼓励企业试行服务押金等措施。

还支持餐饮企业通过提供奖励券等

多种方式对顾客节约消费行为予以

奖励。

根据《行动方案》，目前已经全面

启动全市大型综合体、餐饮行业生活

垃圾分类源头减量工作， 到 10 月中

旬到 11 月 30 日将进行执法检查和

落实整改，12 月 1 日起巩固成果，建

立长效机制。

企业举措： 近百万用户点外

卖时选择“不需要餐具”

在启动仪式现场，有企业代表向

全市市民发出倡议，广州酒家集团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表示，餐饮企

业要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 勤俭就

餐。点餐要适量，吃不完打包，并且还

将推行半份菜、拼盘菜，减少浪费。

广百集团副总经理高艺林告诉

记者，其下属所有门店推行绿色采购

和绿色包装，减少一次性包装品的使

用，并通过“限塑令”从源头减少垃圾

排放。 而且向上游供应商发起倡议，

再生产环节使用环保材料。 此外，若

消费者选择使用环保材料的包装物

或袋子， 可以享受一定折扣优惠，引

导市民树立环保意识。

外卖行业的垃圾分类也备受关

注。 美团广州党支部书记、政府事务

部华南区总监李娜介绍，美团外卖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上线“不需要餐具”

选项，倡导用户在点餐时减少使用一

次性餐具。 据美团外卖数据统计，今

年 1-8 月，广州已有近百万用户在点

外卖时选择了“不需要餐具”的选项。

医疗机构将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消费用品

从10月1日起实施，年底前各类垃圾收容容器和标识指引要配齐到位

广州启动大型综合体、餐饮行

业生活垃圾分类源头减量工作

严禁借“套餐”

推销过量食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穗卫健宣 ）

随着市民健康需求和医疗

业务量的持续增长，医疗废物收运问题

凸显。 昨日下午，2019 年广州市医疗卫

生行业垃圾分类专项行动工作会议暨

启动仪式召开，宣布医疗卫生行业垃圾

分类专项行动全面启动。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在“关于组织开

展广州市医疗卫生行业垃圾分类专项

行动工作推进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中提出，从 10 月 1 日起，医疗机构将不

主动提供一次性消费用品； 今年年底

前，医疗机构各类垃圾收容容器和标识

指引要全部配齐到位。

市卫健委爱卫处处长高峰表示，

2019 年推动实现垃圾分类行业全覆

盖，各医疗单位都要对照有关标准查找

工作中的存在问题， 建立完善工作制

度，全方位开展宣传教育培训，分类设

施要全区域充足配置，标识指引要细化

清晰，监督检查制度化。 2020 年，初步

形成医疗卫生机构垃圾分类工作长效

机制，干部职工垃圾分类知识知晓率力

争达 95%以上。 2021 年，全行业争取形

成比较完善的垃圾分类工作制度，干部

职工垃圾分类知识知晓率力争达 98%

以上。

根据“方案”提出的到今年年底的

三项预期目标，一是医疗卫生机构医疗

废物实现量化管理和源头减量，每床位

产生医疗废物总量相比去年同期减量

5%（

没有床位医疗机构按照上年医疗

废物总量减量

5%）；二是市、区所属医

疗卫生机构月餐厨垃圾收运总量较此

前减少≥10%；三是各类垃圾收集容器

按标充足配置，医疗废物、生活垃圾分

类准确。

同时，市卫生健康委正在制订《深

化广州市医疗卫生机构垃圾分类三年

行动计划

（

2019－2021

年 ）

》，对各级各

类医疗卫生机构三年行动各类工作目

标、指标、制度、举措等提出明确要求与

标准。据悉，市卫生健康委自 2018 年开

始，已将市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今年将

按方案把医疗垃圾、餐厨垃圾源头减量

工作指标纳也入绩效考核。

方案时间表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

医疗机构在办理住院手续时，要主动通过发放垃圾分类宣传单张、口头

宣讲等形式， 使住院病人及其陪护家属充分知悉医疗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分

类常识，并自觉遵守执行。

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消费用品；升级改造餐厨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如配置

餐厨垃圾处理设备就地粉碎处理，或者采取油水与残渣物理隔离等。

2019

年年底

各单位责任区内各类垃圾收容容器和标识指引要全部配齐到位。 市级

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含省、部属）、各区生活垃圾分类样板医院创建工作应在

年内完成。 分类准确率达到

95%

以上。

2020

年

6

月底

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民营医疗卫生机构达到垃圾强制

分类相关要求。

垃圾分类在行动

广州街道逐个看

海珠区滨江街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小区组建应急清洁队 帮忙清运垃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穗卫健宣 ）

随着市民健康需求和医疗

业务量的持续增长，医疗废物收运问题

凸显。 昨日下午，2019 年广州市医疗卫

生行业垃圾分类专项行动工作会议暨

启动仪式召开，宣布医疗卫生行业垃圾

分类专项行动全面启动。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在“关于组织开

展广州市医疗卫生行业垃圾分类专项

行动工作推进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中提出，从 10 月 1 日起，医疗机构将不

主动提供一次性消费用品； 今年年底

前，医疗机构各类垃圾收容容器和标识

指引要全部配齐到位。

市卫健委爱卫处处长高峰表示，

2019 年推动实现垃圾分类行业全覆

盖，各医疗单位都要对照有关标准查找

工作中的存在问题， 建立完善工作制

度，全方位开展宣传教育培训，分类设

施要全区域充足配置，标识指引要细化

清晰，监督检查制度化。 2020 年，初步

形成医疗卫生机构垃圾分类工作长效

机制，干部职工垃圾分类知识知晓率力

争达 95%以上。 2021 年，全行业争取形

成比较完善的垃圾分类工作制度，干部

职工垃圾分类知识知晓率力争达 98%

以上。

根据“方案”提出的到今年年底的

三项预期目标，一是医疗卫生机构医疗

废物实现量化管理和源头减量，每床位

产生医疗废物总量相比去年同期减量

5%（

没有床位医疗机构按照上年医疗

废物总量减量

5%）；二是市、区所属医

疗卫生机构月餐厨垃圾收运总量较此

前减少≥10%；三是各类垃圾收集容器

按标充足配置，医疗废物、生活垃圾分

类准确。

同时，市卫生健康委正在制订《深

化广州市医疗卫生机构垃圾分类三年

行动计划

（

2019－2021

年 ）

》，对各级各

类医疗卫生机构三年行动各类工作目

标、指标、制度、举措等提出明确要求与

标准。据悉，市卫生健康委自 2018 年开

始，已将市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今年将

按方案把医疗垃圾、餐厨垃圾源头减量

工作指标纳也入绩效考核。

方案时间表

在滨江街椰城苑小区，垃圾督导员指导居民投放

垃圾。 信息时报记者 谭啟菊 摄

茛

滨江街

购入了铁钩等

垃 圾 分 类 工

具， 分发给有

需要的小区。

信息时报记者

谭啟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