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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昨天正式施行，“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成规矩

“只要多花些心思，再复杂的垃圾也能分清楚”
■本报记者 陈玺撼 戚颖璞
见习记者 巩持平 实习生 朱木根
昨天 6 时，窗外雨下得很大。
被 20 多位志愿者围在中央， 航天新苑居民
区主任沈云霞已在布置小区当天垃圾箱房的值
班计划和日常巡查事宜。1 个小时后，航天新苑迎
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行后的首次垃
圾“定时定点”投放。
虽说这个小区推行“定时定点”已有大半年，
但在居民心中，《条例》施行后的“第一次”还是有
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过去是一群人默默坚持，现
在，这件事终于成了全上海都要做到的事！我们
成了当之无愧的先锋！”沈云霞说。
昨天，还有许多人和沈云霞一样，脸上写满
激情和自豪。正是他们的付出，让上海这座城市
变得更加美好。

居民：分类轻车熟路
早上 7 时，家住航天新苑的张凤英拎着一干
一湿两个垃圾袋， 再顺带拿一包过期的伤筋膏
药，向小区唯一的垃圾箱房走去。过期药品扔进
红桶，剩饭剩菜扔进棕桶，留下的湿垃圾袋和装
着干垃圾的袋子一起扔进黑桶……这样的操作
流程，她早已轻车熟路。
《条例》施行后，各项要求肯定会更严格，不
熟悉分类规则，扔错了，垃圾箱房两侧的探头可
都“看”着呢！对此，张凤英一点也不担心，她说：
“实践出真知，只要多花些心思，再复杂的垃圾也
能分清楚。” 实在搞不清楚， 垃圾箱房门上贴有
“提示”， 四分类的每种分类都列举了几个典型，
一看就懂。而且还有志愿者站岗，有啥难题，你一
言我一句，没啥解决不了的。

志愿者：使命感更强了
7 时 30 分，静安桂花园小区楼组长盛新华站
在露天区域的垃圾桶旁。如今，她再也不用上前
示范垃圾怎么分类了。
只见准备出门的上班族，井然有序地把瓜皮
果核倒进湿垃圾桶， 再把剩下的塑料袋扔进干垃
圾桶。盛新华说，这些上班族里，有不少是租客。针
对流动性大的住户， 志愿者都会上门进行垃圾分
类宣传、科普。久而久之，租客们也养成分类习惯。
桂花园是上海实行垃圾分类 “模范” 小区。
《条例》实施后，盛新华觉得使命感更强了。小区
志愿者们还制作了中英双语的宣传单，让外籍住
户更好地了解《条例》新规定。

收运单位：彼此建立信任
8 时，司机李俊把湿垃圾车开进航天新苑，看
着 4 桶湿垃圾被翻入车后的运输箱，感慨道：“分
类与否，大不一样。”
根据最新规定，上海的小区实施“不分类不
收运”， 如果小区垃圾分类不合格， 限期 7 天整
改；整改不力，拒绝收运。李俊说：“这样的事情不
太会在这个小区发生，因为彼此已建立了信任。”
曾经，航天新苑小区垃圾混装混运，是横亘
在居民与收运单位之间的一道墙。居民怪收运单
位混装混运，所以不分类；收运单位怪居民不分
类，形成恶性循环。如今，恶性循环早已变成互相
促进。目前，上海已全部实行指定种类垃圾专车
专运，干垃圾配有 3135 辆专车，湿垃圾配有 982
辆专车，消除了居民的不信任；而居民越来越高
的分类正确率，时时刻刻激励着收运单位。

餐饮：坚持绿色消费
8 时 30 分，宜山路上的星巴克和虹梅路上的
全家超市里， 都出现一组崭新的干湿垃圾桶，顾
客用餐后剩下的垃圾不再混合投放，即使有顾客
打算把没有分类的垃圾扔进垃圾桶，也会有店员
及时劝阻，并指导顾客做好分类。
除垃圾桶翻新花样，星巴克的调味吧台也有
变化，一次性吸管、刀叉都不见踪影。星巴克漕河
泾店店长董妍说，《条例》规定，餐厅不能主动向
消费者提供筷子、调羹、刀、叉子等一次性餐具。
店内专门准备了两套方案： 堂食的食品用盘装
后， 直接提供给顾客可循环使用的不锈钢刀叉；
如果顾客打算外带打包食品，除非消费者主动向
店员索取，店方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刀叉。
在全家超市，一首新编的垃圾分类之歌循环
播放。全家虹梅路三店店长杨海燕不厌其烦地向
买了盒饭的顾客做着解释工作：“今天起全家不
再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如果您需要，请向服务
员索取，谢谢配合！”
网络订餐平台也有新变化。许多消费者昨天
通过饿了么下单时，发现操作页面上有一条绿色
“横幅”，明确提示 7 月 1 日起外卖不主动提供餐
具，同时，消费者将被要求主动选择是否需要餐
具，不再像过去那样系统默认提供餐具。

商场：垃圾桶“缩水”
10 时，国金中心商场垃圾箱房边上，多出一
间“空调房”，里面放置 19 个垃圾桶，均在显眼处
标记不同餐厅名字。这些全部是湿垃圾桶，专为楼
里的餐饮门店准备。 为了控制垃圾异味和细菌滋
生， 房间 24 小时冷气开放， 温度恒定在 10℃左
右。垃圾箱房内也有玄机，一台垃圾压缩机可大幅
减小商场垃圾的体积，进而降低清运费用。分解压
缩后，每天国金中心外运干垃圾仅 60 桶左右。
国金中心物业及设施经理林海峰坦言，从垃
圾处理硬件来看，商场已做好准备，但商场人员
流动性大， 要百分百确保没有垃圾分错类投放，
还不太可能。“再难也要上，因为物业是商场垃圾
分类投放的责任人。”
在上海中心，公共垃圾桶数量锐减，整个一层
大堂只有两组 “干垃圾+可
回收物”垃圾桶，分别放在两
个大门的出入口；10 层办公
区内也只有复印机旁才有一
个二分类垃圾桶。 上海中心
物业环境部负责人丁 女 士
说， 上海中心平均每个月产
生干垃圾 1000 多桶、湿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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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会越来越少。”

航天新苑居民张凤英在家中对垃圾进行初步分类。

居民在垃圾箱房前分类投放垃圾。

环卫工人将分类投放点的垃圾收运上车。

垃圾投放点就在家门口，可对生活无法自理的残障人士仍是难题

社区“代扔服务”助困难人群垃圾分类
■本报记者 栾吟之
徐为本从自家厨房就可看到新建成的垃
圾分类投放站点。 虽说走到垃圾桶旁只有 40
步左右，但对于他这样双腿无法支撑站立的残
障人士来说，这段距离太长了。与他结对的志
愿者因此多了一项硬任务，即每天上下午各一
次，到他家里帮着垃圾分类、代扔垃圾。
“代扔垃圾”这件事，几乎成为所有小区的
“刚需”。每个小区，总有几名下不了楼梯的老
年人或生活无法自理的残障人士，“代扔垃圾”
早已在小区里悄悄进行，靠的是人与人之间实
实在在的关爱和坚守。

结对志愿者“代扔垃圾”
曹杨新村街道老社区兰岭园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蒋玉明正在梳理一份没有能力定时定
点扔垃圾的居民名单，初步测算约 50 人。
蒋玉明心里有本账：3090 户居民中，60 岁
以上居民近 40%， 其中独居老人超过 400 名。
一些患大病或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以及残障人
士等困难人群，以前由居家养老服务员或是保
姆代扔垃圾， 但定时定点投放新规实施后，服
务人员未必赶得上时间。怎么办？小区里的“老
周服务队”成员主动揽活。
徐为本 2016 年搬进小区， 前两年和亲戚
一起住，近来开始独居，全靠居民区党组织和
左邻右舍照料。垃圾分类试点以来，他遇到了

新烦恼，要把垃圾分门别类扔进家里不同的垃
圾桶，无疑增加了他的走动量，而对他来说，扶
着桌椅每走一步都很吃力。于是，他在桌上触
手可及的地方放两个空罐子，一个倒剩饭菜等
湿垃圾，一个放餐巾纸、烟蒂等干垃圾，可回收
的瓶瓶罐罐就连着液体堆在一旁。
每天上门帮老徐“代扔垃圾”的，是住在隔
壁的阿婆和结对志愿者陈根兄。 轮到陈根兄上
门，9时不到，她熟练地拿起两个马甲袋，把老徐
桌子上的两个垃圾罐分别清空， 再把瓶瓶罐罐
里的水倒干净后打包，分别送到投放点。陈根兄
反过来夸徐为本：“他是社区里的热心人， 用以
前做电工的手艺， 每天在家免费为邻居们修电
器。他为我们服务，我们也帮他忙，这很正常。”
像陈根兄这样的热心人，在“老周服务队”
里有二三十位。 队长周来顺曾是一家工厂厂
长，退休后担任业委会主任，几乎每天穿着志
愿者绿马甲在小区里兜兜转转，这一个月来更
是把所有时间花在倡导垃圾分类上。每天上门
提供“代扔服务”的志愿者都由他安排，如今这
件事已不需要他多操心：“上门帮结对老人进
行垃圾分类，已经是我们的习惯。”

正常情况居民应自己投放
相比老小区的“熟人社会”，商品房小区是
另外一种生态。 同是曹杨新村街道的香山苑小
区 16 个门栋，共有 460 户居民。这里上班族比
较多，独居老人数量很少。由于居民志愿者人数

有限，物业公司想到让大楼的内保人员承担“代
扔垃圾” 的任务， 到腿脚不便的居民家里收垃
圾。2 号楼有 3 户人家需要帮忙，80 多岁的李老
先生和袁老先生腿脚都不好， 还有一户万先生
身有残疾。他们每天定时定点扔垃圾的任务，就
由原本负责安保和楼道巡视的唐冠霞负责。
每天虽多出一项工作， 但唐冠霞很乐意。
她说自己参加过垃圾分类培训，了解最新的政
策规定和操作方法。“这几户居民很愿意分类
的，但能力有限，我会给他们重新分拣一遍，再
送到投放点。”
如果说帮困难群体代扔垃圾可以通过爱
心来解决，那么上班族的难题在这个小区更让
人头疼。居民区书记徐剑英说，居民们想过很
多点子都觉得行不通， 比如成立互助小组，大
家排班轮值代扔垃圾，但盘来盘去都觉得时间
安排不好，只能作罢；大家还想过招募小区热
心人提供有偿服务， 但志愿者人数本身就少，
又涉及到利益问题，大家觉得收多收少都不讨
好。还有居民提出对接市场化的“代扔服务”，
有人尝试在饿了么 APP 预约代跑腿服务，花了
14 元钱，让送餐小哥上门代扔垃圾，但小哥不
清楚怎样正确处理几大包垃圾，主动退单。
徐剑英说，初期阶段居委干部和物业公司
会多承担一些，经常上门督促居民定时定点投
放，帮着一起寻找最佳解决方案。但原则是鼓
励居民自己投放，而不是通过“代扔服务”把本
该属于自己的事推给别人。

昨天城管执法部门出动执法人员3600人次，检查各类单位4216家

分析微博、 知乎回答和微信
公众号文章发现——
—

“垃圾分类”七大主题受关注
■本报见习记者 脱崟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通过
对近一个月来 10745 条微博、4057 个知乎回答和
106 篇 5 万+微信公众号文章分析发现七大主题
受关注。

垃圾分类第一天
4 个有关垃圾的话题昨天登上微博热搜榜：
分别是 # 上海垃圾分类个人扔错罚款 #，# 上海
首张垃圾分类整改通知书 #，# 轮到你了垃圾分
类宣传片 #，#1500 吨垃圾运回加拿大 #。 最近大
热的日本悬疑剧《轮到你了》中有关垃圾分类的
镜头蹭热火了一把。
截至昨天 20 时，微信公众号发布“垃圾分类
第一天”相关文章共 656 篇，提及首单整改通知
书的文章有 294 篇。网友态度大多积极。微博网
友 @memoryangelo 表明了态度：“垃圾分类第一
天，虽然有点慌，不过总算没扔错。这个社会在慢
慢变好，不管怎样都要努力去适应的，加油啦！”

分类规则指南
微博中共有 3430 条对垃圾分类进行科普和
宣传。政府政务号和媒体是绝对主力，科普内容
主要是分类规则指南，各类可视化垃圾分类的图
片和视频成为科普最热的形式；宣传方面则注重
对垃圾分类意识、习惯的培养，结合世界环境日
和发达国家垃圾分类的突出效果进行教育。106
篇 5 万+微信公众号文章中，32 篇为科普文章，
内容集中在垃圾分类，奶茶、榴莲壳、小龙虾壳、
用过的尿不湿等成为被反复提及的例子。

支持成为主旋律

五星级酒店收到首张责令改正通知书
■本报记者 陈玺撼 戚颖璞
见习记者 胡幸阳 实习生 朱木根
昨天，《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行首
日，上海城管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多路出击，
深入小区、单位、楼宇、商家及公共场所，对涉
嫌违反《条例》的行为进行专项执法检查。宏安
瑞士大酒店被城管部门开出《条例》实施后的
首张责令改正通知书。

在 4412 条普通网友的微博中，“支持”和“好
事”等表示积极正面态度的词，成为网友发言的
主旋律。“环保”“资源”“绿色”为高频词，体现了
上海居民对垃圾分类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可。大
家对环境保护的热情和垃圾分类的新鲜感占据
话题主导。
90 后收废品女孩视频教垃圾分类和印度小
学生拎着垃圾上学等有关垃圾分类的正能量故
事，成为分享热帖。网友 @ 契机 RarK 说：“垃圾
分类强制执行第一天，公司的小鸟胃们为了方便
分类而把外卖都吃干净了，服气。”

幽默段子走红

五星级酒店废弃纸巾扔错桶
昨天 9 时，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在静安
寺商圈突击检查生活垃圾分类情况。被抽检的
宏安瑞士大酒店、晶品购物中心、越洋广场和
芮欧百货，全部因分类不到位被责令改正。
在宏安瑞士大酒店的垃圾箱房内，执法人
员在可回收物桶内发现本应丢入干垃圾桶的
废弃纸巾。个别分类垃圾桶上，没有张贴明显
标识。 垃圾箱房墙角堆放着不少泡沫塑料，没
有归置到相应垃圾桶内。根据现场情况，执法
人员对宏安瑞士大酒店开出责令改正通知书。
晶品购物中心同样存在垃圾混投情况。在
停车库一角，执法人员发现大量混合放置的垃
圾，包括树枝、装修材料、泡沫塑料等。其中，树
枝是湿垃圾，泡沫塑料是可回收物。执法人员
对上海通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责令改
正通知书。对后续如何整改、如何提高垃圾分
类管理水平，上海通安房地产相关负责人拒绝
回应。
之后，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越洋广场和
芮欧百货共用的垃圾箱房。经检查，箱房内没
有按规定设置四分类桶，少了可回收物桶和有
害垃圾桶。执法人员依法对上海越洋广场弘进
物业管理公司开具责令改正通知书。
闵行区龙茗路上的大臻莉市场昨天迎来
闵行区城管执法人员。执法人员在垃圾箱房内
的干垃圾桶里找到不少菜叶、 果皮等湿垃圾。
执法人员表示，菜场垃圾以湿垃圾为主，量非
常大，管理方应未雨绸缪，设置更多湿垃圾桶。
上海大臻莉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被闵
行区城管执法局执法大队机动一中队开具责
令改正通知书。
虹梅路上的嘉廷酒店也被闵行区虹桥镇
城管执法中队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原因是酒
店的垃圾箱房边仍堆有大量旧式绿色垃圾桶。
“根据《条例》规定，这些垃圾桶都要淘汰。”执
法人员说，否则可能导致清运车清运垃圾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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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在静安寺商圈突击检查垃圾分类情况。
误操作。
据统计，昨天上海各级城管执法部门共出
动执法人员 3600 人次， 检查各类单位 4216
家，依据《条例》责令当场或限期整改 623 起，
共依法立案查处生活垃 圾 分 类 违 法 行 为 20
起，其中，未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案件 17
起，未按规定设置分类收集容器案件 3 起。

火锅店还主动提供一次性筷子
根据《条例》规定，餐饮服务提供者或餐饮
配送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
性餐具， 违者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以 500 元至 5000 元的罚款。这
些不得主动提供的一次性餐具有 4 种，包括筷
子、调羹、刀和叉子。
昨天中午，徐汇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突
击抽检徐汇区日月光商场内的 3 家餐饮服务
单位。在渝利火锅漕宝路日月光店（上海焱熙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执法人员要求店员打开
事先放置在餐桌上的一次性餐具包。餐具包内
有牙签、纸巾、一次性筷子等一次性餐具。
“按照规定，该店涉嫌主动向消费者提供
一次性筷子，违反《条例》。”徐汇区市场监管
局食品安全监管科科长丁磊说， 徐汇区持证
餐饮服务单位 4000 多家，其中，对筷子、调羹
等十分“依赖”的中式饭店，是主动提供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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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餐具的“重灾区”。不过，考虑到许多餐饮服
务单位， 尤其是餐饮连锁企业的一次性餐具
包由总部统一采购配送，改正需要时间，徐汇
区市场监管局对上海焱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给出 15 天改正期。“执法不是以罚款为目的，
而是通过教育、宣传、引导企业重视垃圾分类
和源头减量。”
对于 15 天的改正期， 渝利火锅漕宝路日
月光店店长吴俊表示会立即向总部反映，尽快
将一次性筷子从餐具包中撤除，或将整个餐具
包撤除， 改为向消费者提供可重复清洗的餐
具，或经消费者索取后再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
餐具。
在执法中，记者注意到，有一些餐饮服务
单位已开始重视一次性餐具问题。左庭右院漕
宝路日月光店索性将桌上的一次性餐具全部
撤走；山间堂煨汤漕宝路日月光店只在餐桌上
放置可循环使用的碗、餐盘和筷子。对于网络
订餐，餐饮服务单位也是小心翼翼。山间堂煨
汤漕宝路日月光店负责人说，所有顾客的在线
订单，他们都会关注是否标注了需要一次性餐
具；如果没有标注，会主动拨打顾客电话询问
是否需要，确定不需要就不再提供。
昨天，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也对辖区内餐
饮服务单位提供一次性餐具的情况进行了突
击检查，共开具责令改正通知书 41 户次。

机智网友的造梗能力，在垃圾分类这一话题
上也得到充分展现。全国的段子手仿佛在经历一
场年中大考。比如 # 是干是湿让猪试吃 # 成为微
博的热门标签，连 @ 人民日报 也不忘同乐。6 月
29 日发布的短视频“段子手朱广权又来了：垃圾
分类，是干是湿让猪试吃”，有 849 万次观看，点
赞数 5.8 万。# 小龙虾身后事分类图 # 席卷微博、
微信朋友圈。
@ 新京报我们视频 展示了这样一段视频：
由于垃圾分类实行定时定点投放机制，早晨和傍
晚许多居民扔垃圾时会聚在一起讨论玉米棒是
干垃圾还是湿垃圾，龙虾壳该如何分类。

对垃圾分类深度思考
知乎问答社区专门对上海垃圾分类开展情
况的提问有 14 个：“上海垃圾分类实施的意义是
什么？”“如何评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
的垃圾分类标准？” 这些问题对上海的垃圾分类
进行深度思考，相关问题共得到 3079 个回答，对
应的答案侧重于对垃圾处理前、中、后端的现实
处理方式进行论证和对比。

商业机会
垃圾分类在上海实施，以及生活垃圾分类入
法等消息刺激 A 股， 催生出全新的概念板块，即
垃圾分类板块。197 条有关垃圾分类的微博提到
“股市”“创业板”“市场”“板块”“科技”“涨停”等
词，主要为垃圾分类股推荐和投资指南。

改进细节建议
针对需改进的细节，话
题比较零散， 主要分布在网
友的随机发布中。如 @ 分裂
在游乐园里 fly：“平时垃圾
分类已经觉得简单了，但是！
当你遇到下雨天！ 难度马上
升级！特别是拿着湿垃圾！要
破袋！”还有人担忧分类后的
后续处置问题。

扫二维码
看过期化妆品
如何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