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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新实践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龙 刘诗敏 ）

“回去跟爸爸妈妈分享， 一起做好垃圾

分类！ ”来自京溪小学六年级的李昊颉

调皮地对记者说。9 月 2 日上午，广州白

云区京溪街吹响“垃圾分类进校园”集

结号，在京溪小学开展了一堂生动有趣

的垃圾分类环保课， 通过小手拉大手、

党建引领、软硬件全面升级，打好垃圾

分类全民参与战。

小手拉大手， 一个娃娃带动一

个家庭

开学第一课学什么？ 京溪小学的

垃圾分类小小宣传员代表站上台前，

大声宣读了京溪街印发的垃圾分类倡

议书， 号召大家做环保小卫士， 共同

守护美好家园。 为了让孩子们更直观

地感受垃圾分类的必要性， 京溪街道

办事处携手京溪小学在开学第一天的

课堂上集中观看垃圾分类宣传短片，

参与形式多样的垃圾分类趣味小游戏、

师生一起在十米长的画布上描画垃圾

分类宣传环保图。 “课堂教学+互动游

戏” 的方式， 让孩子们轻松 get 垃圾分

类技能， 主动当好垃圾分类宣传员与

践行者。

为了抓住开学第一课“风向标”

和“必修课” 的带动效应， 京溪街精

心组织了此次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

京溪街党工委书记杨莉现场说： “让

广大师生深入了解、 区分垃圾分类，

学会正确投放各类垃圾， 开学第一课

的强调和普及非常重要， 通过小朋友

的视角督促家长们主动做好家庭垃圾

分类， 实现小手拉大手， 一个娃娃带

动一个家庭的联动效应。” 记者了解

到， 根据白云区相关部门的部署与安

排， 京溪街辖区中小学、 幼儿园已基

本实现了四类垃圾分收分运。

京溪街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京

溪街携手京溪小学向所有学生派发了

“致家长的一封信”， 号召家长做好孩

子们的榜样， 主动参与到垃圾分类工

作中来， 通过小朋友的带动和督促、

家校联合， 全面推进垃圾分类进校园、

进家庭。

京溪小学五年级学生刘同学说：

“开学第一课学习了垃圾分类知识， 回

去也要跟爸爸妈妈分享， 如果我都做

到了， 他们做不到的话， 我就罚他们

给我零花钱， 这一招很管用！”

党建引领， 党员志愿者全面下

沉社区

活动现场，处处忙碌着身穿红色志

愿背心的身影，京溪街五心红色志愿服

务队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在各个垃圾分

类趣味游戏摊位前玩转垃圾分类最新

知识。

据介绍，京溪街通过组建五心红色

志愿服务队，发动社区居民、党员志愿

者、回社区报道的在职党员共同参与到

垃圾分类推进工作中来。 采用先行培训

一批先锋、 带动全民大学习的方式，通

过组织党员志愿者进社区宣讲、入户走

访传达、 开展垃圾分类实践等活动，发

挥党员志愿者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下

一步， 京溪街还将发动各片区党员，通

过支部建在网格上，发动各楼栋、临街

商铺档主、企业负责人、城中村出租屋

主等群众力量， 形成垃圾分类合力，营

造人人参与、 人人受益的垃圾分类氛

围， 全面深入推进京溪街垃圾分类工

作，打造垃圾分类示范街。

软硬件全面升级， 将垃圾分类

落到实处

垃圾分类终端处理设备能否跟上？

这是很多居民群众关心的问题。 针对这

一问题，京溪街主要负责人介绍，京溪街

垃圾分类软硬件设施全面升级， 终端处

理设备、社区垃圾分类投放点、智能回收

箱、垃圾分类小程序都在有序安排中。

截至目前，京溪街已经在云景花园、

白天鹅等样板小区投放了垃圾分类智能

回收箱； 通过前期调查选址， 在恒大御

府、 万科天河御品等小区建设垃圾分类

收集房。 确保每一个社区都有智能回收

箱、每一个片区都有分类收集房，保障楼

层撤桶后的垃圾收集处理需求， 从加大

硬件投入入手， 打消居民对垃圾分类终

端处理混装的顾虑。京溪街的 23个垃圾

分类收集房和 71 个垃圾分类收集点正

在全面升级改造， 在设施方面确保城中

村垃圾分类工作有基础、见实效。

如何更有效的让人人参与？ 京溪街

着手开发“红暖京溪”垃圾分类小程序，

面向全街户籍居民及流动人口推广，通

过人人参与线上闯关答题、 打卡积分的

方式调动居民群众垃圾分类知识学习的

主动性，践行家庭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易琳）

近期，

垃圾分类成了家家户户的“必修课”，当

大家还处于“入门级”状态时，已经实行

了两年垃圾分类的云山居社区住户们

或已成为“尖子生”。

原来， 云山居自 2017 年 6 月起开

始创建广州市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样

板小区。 走进云山居，第一感觉就是干

净整洁，垃圾分类的宣传栏也是随处可

见。 为保证家家户户提高垃圾分类意

识，永平街道办、居委和物管联合想了

不少“金点子”。

小区共设有 22个垃圾收集点

在云山居，每隔一段距离就会设置

有一个“云山居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

收集点设有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

垃圾、其他垃圾 4 个分类垃圾桶，每个

垃圾桶前还设置有分类提示的小图标，

指引居民进行正确投放。 目前小区共设

有 22 个垃圾收集点。

据介绍， 收集到的垃圾将由小区

环卫工人进行二次破袋分拣， 以实现

垃圾实质性分类。 每一位环卫工人在

上岗前都会开展现场分类培训， 提高

垃圾分类的准确性。 据永平街市政所

副所长苏庆华介绍， 这两年， 小区定

点垃圾投放点设施多次升级， 迄今投

入已超过百万元。 苏庆华说： “通过

二次破袋分拣， 垃圾分类的准确率提

高至 90%以上”。

评选“垃圾分类之星”鼓励分类

记者了解到，永平街道办还为云山

居每一户住户定制专属垃圾分类袋，垃

圾分类袋上印有每户的房号，让垃圾分

类溯源到每个家庭，便于了解每户居民

垃圾分类的情况。

“实行垃圾分类之后， 楼道没有了

垃圾异味，居住环境改善了，于民于己

都有好处”，对于垃圾分类的全面推广，

退休职工邓叔无条件支持， 积极响应。

在邓叔家中，可以看到厨房和客厅分别

放置有两个垃圾桶，不同种类的垃圾会

分类放入定制的垃圾袋中。

在垃圾分拣过程中，工作人员会依

照垃圾袋上的房号进行登记和评比，将

垃圾分类质量较好的家庭评选为月度

“垃圾分类之星”， 发放小礼品以示表

彰。 对于表现较差的家庭则会上门进行

劝导、教育。

党员 +志愿者，常态化巡查监督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个分类点的右

上方，都可以看到一块红色的“垃圾分

类责任牌”，上面写有责任党员、和社区

志愿者的名单。 据云山居物业管理负责

人垃圾分类的工作人员李芬环介绍，分

类点设立初期，为尽快协助居民们养成

垃圾分类的习惯，责任党员和社区志愿

者会在一旁住户们进行垃圾分类。 两年

时间下来，大多数住户们成了垃圾分类

的“小能手”。

“地上有矿泉水瓶， 我要捡起来投

放到回收箱！ ”住户李女士告诉记者，经

过垃圾分类宣传，她的孩子也养成了垃

圾分类的习惯，只要见到地上有可回收

的物品，都会投放到回收箱里，就像当

游戏玩一样。

据介绍，责任党员和社区志愿者们

依旧会定期进行巡查，针对垃圾分类情

况提出优化意见，结合各个分类点的投

放习惯作出了细化调整。

垃圾分类进校园 一个娃带动一个家

京溪街三大法宝推进垃圾分类引领新时尚

定制垃圾分类专属袋 评选“垃圾分类之星”

白云区永平街云山居社区垃圾分类实行两年后居住环境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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