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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成广聚 周秋洪 邱梦妮）

垃圾分类随手

拍，用小镜头记录大文明，甚至还可以

领取万元大奖。 昨日上午，由市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局主办的“小习惯、 大文

明、垃圾分类新时尚”摄影大赛在白云

万达广场正式开幕， 近百名海内外摄

影家、艺术家以及来自高校摄影联盟、

志愿者团体的代表参加开幕式。

据介绍， 本次大赛向全社会征集

“垃圾分类”主题摄影作品，征集时间

截至11月30日。 拍摄内容围绕垃圾分

类处理主题展开， 可为分类收运设施

设备、垃圾分类志愿活动、垃圾处理或

回收技术方法等， 通过摄影的方式记

录广州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举措、经验、

成效，展示全市垃圾分类先进设施、人

物故事，活动风采等，传播垃圾分类正

能量。

去哪儿拍摄垃圾分类好照片呢？

开幕式上首次推出广州市垃圾分类摄

影“人气打卡点”，公布首条“人气打卡

路线”，并由20余名摄影家现场出发集

体采风。 该条路线为： 白云区万达广

场-白云区云城街东方明珠花苑（

白云

大道南

）-汇和大厦-白云区鹤龙街员

村压缩站-海珠区瑞宝街明都华庭小

区（

南洲北路盈中路

）-瑞宝街南洲花

苑（

南洲北路南燕直街

1

号

）-沙园街餐

厨垃圾收运点-广州市第四资源热力

电厂-返回。

据悉， 该路线覆盖垃圾分类处理

全链条各环节， 摄影家们将拍摄一系

列“范本”摄影作品。

市城管部门表示， 目前正在统计

全市各区垃圾分类处理开展较好的示

范点、示范街甚至垃圾转运站等信息，

将开发多条垃圾分类摄影“人气打卡

路线”，并在“广州城管”官方微博、微

信公众号上动态更新， 参赛者可以就

近前往这些地点拍摄垃圾分类主题摄

影作品。

信息时报讯（记者 刘诗敏）

昨日，白

云区景泰街举办网络文明主题月暨垃圾

分类微信小程序启动仪式， 以“党建引

领·垃圾分类美丽景泰” 为活动主题，发

布垃圾分类微信小程序。 据悉，小程序中

有垃圾分类知识、积分兑换、垃圾分类小

游戏等丰富内容，有趣又实用。

“我们推出这个小程序，不仅是为了

向市民普及分类知识， 更是方便广大市

民更加快捷、便利地查询相关信息，满足

市民了解日常垃圾分类的需求。 ”景泰街

道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了解到居民们进

行垃圾分类时总会遇到不同问题， 景泰

街创新思路借助科技手段帮助市民答疑

解惑， 希望垃圾分类小程序能成为街坊

们倡导垃圾分类新风尚的载体之一。

记者在启动仪式现场体验了一番景

泰垃圾分类小程序。 点开新闻板块，可以

浏览街道垃圾分类相关新闻； 在知识展

示中，可以了解到垃圾分类知识；分类助

手还能帮助你查询垃圾所属类别。 在游

戏界面，积分答题等小游戏寓教于乐，提

升分类本领的同时还能赢取积分， 积分

可以兑换奖品。 值得一提的是，该程序还

设置了“有求必应”按钮，当居民遇到与

垃圾相关的问题时都可以直接在线进行

图文并茂的投诉举报。

“这款小程序使用起来还挺方便，主

要是在微信里就能用，无须下载、无需安

装。”居民邓先生表示，用微信扫一扫应用

二维码即可使用，不需要直接关闭就可以

了，还不占用手机内存。

“群众只要用微信， 就能用这个小程

序。 ” 景泰街道办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该

程序在尽可能精简的情况下，满足市民了

解日常垃圾分类的需求，帮助市民养成垃

圾分类习惯。

据了解，目前景泰街已经成立了景泰

街党员志愿队、景泰街文艺宣传队、景泰

街垃圾分类监督队共三支垃圾分类宣传

队伍，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党员志愿队队

员李伟英表示，垃圾分类小程序上线方便

市民进行垃圾分类，“将积极向街坊们分

享推荐，与大家一同做好垃圾分类。 ”

此外， 活动现场还通过儿童舞台剧、

公益环保歌舞等生动有趣的方式，向参与

活动的社区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相关知识。

据悉，这些节目皆由居民自编自导自演。

信息时报讯（记者 欧嘉福 通

讯员 成广聚）

海珠区紧紧围绕市

委、市政府工作部署，聚焦主要任

务、抓好关键环节，以党建为引领、

以“破袋定投”为基本模式，以红黄

牌收运机制倒逼兜底，全力推动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全链条提

升、全方位覆盖、全社会参与。 目

前，该区分类收运日均进入生物质

处理厂的餐厨垃圾

（含家庭厨余垃

圾和市场垃圾）

量超过70吨，分类

准确率和分类处理量均居全市首

位。

“破袋定投”提高准确率

推广“破袋定投”，实现精准分

类。 创新“破袋定投”模式，对小区

楼道垃圾桶进行撤桶处理，通过设

置集中投放点和误时投放点，实行

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模式，并对餐厨

垃圾进行开袋检查、 破袋投放，进

一步提升垃圾投放准确率。

开展投放桶点升级改造工作，

通过配备破袋设施、 照明系统、雨

棚、洗手台等，提高破袋投放效率，

让分类投放更便利、更舒适。 探索

以“智慧分类”为抓手，引入益趣科

技、“分类积分宝”“GSI城市驿站”

等智能化垃圾分类服务项目，推进

垃圾分类模式创新，实现生活垃圾

精细化分类管理。 目前， 全区有

1196个小区完成楼道撤桶，撤桶率

为83.4%， 并逐步实现破袋投放餐

厨垃圾，分类参与率和准确率不断

提升。

“一类一车”避免混收混运

海珠区坚持“一类一车”分类

收运原则， 设立各类垃圾收集点

640个，全面落实大件垃圾、园林绿

化垃圾、有害垃圾、工业布碎、餐厨

垃圾等分类收运。优化餐厨垃圾收

运方式，配置小型分类电动收运车

76台、餐厨垃圾收运车20辆，落实

“小车进社区、大车统一运”，解决

餐厨垃圾混收混运“最后一公里”

问题。

同时，建立大件垃圾回收处理

中心，设立33个大件垃圾临时存放

点， 对全区大件垃圾进行统一回

收、分拆处理；强化工业布碎源头

管理，相关街道设立布碎收集点26

个，每日单独收运送至市终端处理

设施分类处理布碎300吨、 市场资

源化回收处理200吨， 有效促进生

活垃圾分流减量。

“一桶三员”强化监督

海珠区创立“一桶三员”（即一

个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回社区报

到的在职党员、以物管为主的垃圾

督导员、 城管执法人员） 监督机

制，督导居民精准分类投放。 成

立垃圾分类督导员队伍，健全日

常巡查督导机制，对全区样板小

区、农贸市场和餐厨垃圾收运线

路进行检查， 通过“今日问题点”

“每周红黑榜”“每月排名表” 反馈

机制，及时将巡查发现问题进行通

报整改。

对落实不到位的实施红黄牌

警告机制和“不分类、不收运”拒收

拒运机制，倒逼物业小区落实管理

责任，提升分类准确率。目前，共开

展执法检查4157次，教育处理1913

次， 责令整改656次， 立案处罚23

宗。 其中，对个人处罚5宗。

垃圾分类随手拍有望拿大奖

广州启动垃圾分类摄影大赛，奖金最高1万元

大赛时间

11月8日-11月30日

参赛方式

（1）关注“广州城管”微信公众号，

点击“城市管理”菜单，选择“摄影大赛”

栏目，填写报名表并上传摄影作品

（作

品不超过

50MB

）。

（2）关注“广州城管”微信公众号，

点击“城市管理”菜单，选择“摄影大赛”

栏目———填写报名表；另将作品(50MB

以上) 发送至576242801@QQ.COM邮

箱，注明作品名称、作者及联系电话。个

人、团体

（

2-3

人）

均可参赛。

作品要求

拍摄内容围绕垃圾分类处理主题

展开，可为分类收运设施设备、垃圾分

类志愿活动、垃圾处理或回收技术方法

等， 记录广州垃圾分类工作的举措、经

验、成效，展示广州垃圾分类设施之先

进，人物之风采，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

美。

（

注：必须为作者的原创作品，否则

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作者自行承担相

关事项。

）

奖项设置

一等奖一名：一万元现金奖或同等

金额礼品，奖杯、证书。

二等奖二名：三千元现金奖或同等

金额礼品，奖杯、证书。

三等奖十名：五百元现金奖或同等

金额礼品，奖杯、证书。

优秀奖二十名

（最佳创意奖等其他

主题奖项类 ）

： 价值二百元的礼品、奖

杯、证书。

现金奖颁奖以支票状KT板作为颁

奖礼品，活动结束后领取现金。

参赛指引

景泰街发布小程序助力居民垃圾分类 餐厨垃圾投放要开袋检查

海珠区创新“破袋定投”精准分类模式，餐厨

垃圾分类准确率和分类处理量居全市首位

荨

志愿者向市

民介绍垃圾分类小

程序。

茛

活动中居民

通过自编自导自演

的节目宣传垃圾分

类相关知识。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