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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动态

海珠区建立“四中心一平台”垃圾处理体系，有效推动源头减量

72个样板小区将强化分类收运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刘诗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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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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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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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垃圾回收资源化处理

据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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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

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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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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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海珠区辖内中大布匹市

场带动的制衣企业、加工作坊产生

大量工业废弃尾料（

布碎

），2011 年

以来，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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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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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区每天回收处理

工业布碎约 200 余吨。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居民废弃

的沙发、床垫等大件垃圾，海珠区

建立大件垃圾回收处理中心，进行

统一回收、分拆处理。 相关数据显

示，今年 1~5 月该区收运大件垃圾

1904 车次，重 2856 吨，拆解出的木

材、金属、海绵等可利用资源 2517

吨。

实施小区红黄牌警告机制

针对餐厨垃圾， 海珠区采用

“小车进社区、大车统一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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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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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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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未达标，将会收到

红牌警告， 责令一个月内完成整

改；第三次仍未达标，将被拒绝收

运生活垃圾。

海珠区搭建区、街两级调解网络

人民调解

提质升级显成效

信息时报讯（记者 刘诗敏 通讯员 文雅）

在

南丰国际会展中心“巴勒斯坦及各国进口商品

展”上，巴勒斯坦展览方与越南、尼泊尔、缅甸等

外籍参展商发生合同纠纷， 涉案金额达 200 多

万元人民币……海珠区琶洲街调解中心立即启

动纠纷调解协同机制，快速化解该群体性纠纷，

取得了良好的国际反响。

像琶洲街调解中心这样的平台在海珠区已

有 18 个。 近日，记者了解到，2018 年以来海珠

区建立区、街两级调解中心，建设“触角广泛、统

筹得力、联动快捷”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体

系，打造海珠“枫桥经验”升级版，构建新时代大

调解工作格局。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前 6 个月，

海珠区、 街两级调解中心共调解案件 4173 宗，

涉及 16774 人，协议涉案金额 6612.71 万元，调

解成功率达到 99.98%， 实现了矛盾纠纷零激

化、零上访、零民转刑案件。

形成点线面贯通调解大网络

海珠区司法局工作人员介绍， 海珠区以为

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 普惠多元的调解服务

为目标， 打造区、 街两级调解中心和社区调委

会、街道调委会、区调解中心三级平台，形成纵

横交错、点线面贯通的调解大网络。

据介绍， 海珠区通过 265 个社区调委会基

础平台， 吸纳热心人士和社会力量参与调解，

充分调动网格联络员等基层调解力量，借

助社区居民议事厅、 社区党建活动中心等

延伸基层调解网络。 通过 18 个街道调解中

心， 打造街道调委会为调解核心的骨干调

解网络 ，整合分散的调解力量，与维稳 、信

访、 行政执法等街道部门及职能部门派出

机构各司其职 、分工负责 、密切配合 ，实现

辖区内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一盘棋。

此外， 海珠区还建立 1 个区调解中心统筹

平台，将各街道的调解中心连接起来，统筹各职

能部门的调处力量和工作平台， 牵头办理涉及

地区稳定的重大纠纷，实现调解、行政处置、诉

讼有机衔接， 形成全区调解调处整体协同作战

的工作格局。

把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

纠纷发生时， 为有效稳控冲突和不稳定因

素，促进纠纷顺利化解，往往需要多方力量参与

调解。据悉，海珠区司法局深化与各职能部门的

衔接机制，不断凝聚调解合力，彻底化解矛盾纠

纷。如建立人民调解与法律援助的衔接机制，实

现调解优先，援调结合；建立专业性调委会与地

域性调委会联动机制， 实现地域性调委会和专

业性、行业性调委会的优势互补；建立诉调衔接

机制，设立诉前联调工作室，打造在线“一站式”

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实现诉前调解、诉中委托或

邀请调解、调解不成后快速立案、调解成功后通

过绿色通道（

微信）

一站式受理办理司法确认，

各个环节无缝对接等。

值得一提的是，海珠区赤岗街道建立“红房

子”党建品牌+人民调解工作模式，发挥沿街商

铺、值班岗、保安室、报亭 367 个固定“平安守望

岗”、辖内热心居民“流动守望岗”等社会力量，

通过这些遍布商场、小区、楼宇的触角，收集平

时发生的一些“小事”来寻找矛盾纠纷的苗头和

预警信号，把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解决在

基层。

海珠区持续开展“五类车”整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敏）

为进一步强化海

珠区“五类车”治理力度，营造高压严管态势，近

日，由海珠区政府牵头，联合区公安分局、区公安

交警大队、区交通局、区市场监管局等多个部门持

续开展“红棉剑锋”五类车整治行动。

据悉，整治行动采取定点设卡查处、多部门联

合、昼夜结合的方式进行，相关工作人员不仅在主

干道查扣“五类车”，同时对辖区“五类车”销售维

修商铺、保管站（

场

）、地下车库、宿舍小区、出租房

屋等进行检查，并协同相关部门对销售、供油等环

节加大监管力度。 此外，针对快递外卖送餐车、自

行车、行人交通违章乱象，海珠区在主次干道加强

巡查力度，并对傍晚电动车等在重要路口、地铁站

口、码头、医院门口周边聚集搭客现象进行重点整

治。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8 月以来， 海珠区共查扣

“五类车”941 辆， 有效震慑了辖内交通违法行为。

下一步，将继续保持对“五类车”的高压严管态势，

进一步净化道路交通环境，塑造良好城市形象。

海珠区东晓路万寿路口吊装点，环卫工人正在吊装餐厨垃圾。

通讯员供图

工作人员查扣辖内“五类车”。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