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首个街道生活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平台上线，借助“大数据”实时向社区负责人推送信息

“垃圾分类诊断师”，助力顺藤摸瓜找“药方”
■本报记者 陈玺撼

天目西路街道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的
显示屏上，一颗蓝色“心脏”划分成 13个区域，

27个红点散落其中，呼吸般闪烁。监控员用鼠
标点击红点，红点所代表小区垃圾分类档案便
映入眼帘，包括这些小区近期的第三方抽检分
值，以及未整改的具体问题。

这些信息同时出现在居民区物业经理的
手机屏幕上，一旦抽检发现问题，系统会不厌
其烦地推送短信， 并根据整改完成的时间，把
小区分成 1 小时内整改、4 小时内整改、12 小
时内整改和 12小时内未整改等档次， 持续向
垃圾分类责任人输送压力。

这是上海首个街道生活垃圾分类精细化
管理平台。借助“大数据”，这样的“垃圾分类诊
断师”有的放矢地剖析每个小区垃圾分类存在
的问题，助力垃圾分类取得更大实效。

从“盲人摸象”到“对症下药”

“垃圾分类新增问题 4 例，请立即前往小
程序查看详情。”15时 12分，收到手机短信，蕃
瓜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晓蓉打开手机上的
“添睦 e览通” 软件，4例问题发生的时间、地
点、具体特征和照片马上弹了出来。

“主要还是 1号箱房垃圾桶满溢的问题。”

朱晓蓉立刻召集物业经理赶到事发地点，十几
个干湿垃圾桶中午就从垃圾箱房拖了出来，等
待清运车来清空。一些居民路过时，以为这些
垃圾桶还可以扔，于是，新垃圾堆到了本已十
分接近桶口的旧垃圾上，满溢出来。

发现问题后，保洁员对满溢的垃圾桶进行
了清理，把桶盖合上，同时推出两只空桶，引导
居民将垃圾投入这两只空桶内。

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平台上线后，一有问
题，手机就会收到短信；一收到短信，就要在整
改限期内迅速整改。朱晓蓉表示，工作压力比
以前大了不少，但发现问题的精准度和处置问
题的效率更高了。

记者注意到，蕃瓜弄居民区共有 3个垃圾
箱房，每个箱房都新贴上了“身份二维码”。据
悉， 天目西路街道有 38个垃圾箱房都进行了
规范升级，标明了“身份”。

“垃圾箱房的编号很实用。”朱晓蓉坦言，

以前第三方抽查， 只会告诉小区负责人最近
一次查出什么问题， 却没有几时几分发生在
哪个垃圾箱房等具体线索，整改起来有些“盲
人摸象”。现在直接看编号，就知道问题具体

出在哪里。

小区责任人掌握的问题细节越多，就越能
从中归纳出特征，发现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

整改掉垃圾桶满溢的问题， 朱晓蓉和物
业经理、小区居民代表没有就地解散，而是聚
到会议室讨论长期的“药方”。把近期的问题放
到一起查看，他们发现最近几次满溢都发生在
1号垃圾箱房， 而且发生的时间都在 12时到
16时， 这正好是垃圾桶拖到箱房前等待清运
的时间。

讨论很快有了结论：“一堵一疏”。堵，盖住
已满的垃圾桶，并用尼龙网罩住，防止居民继
续投放。疏，是与清运单位沟通，让清运车辆来
得更准时，从而缩短垃圾桶露天等待的时间。

大数据让瓶颈问题迎刃而解

最近，家住安丰小区的李阿姨，发现小区
固定的垃圾投放时间调整了，原本上午 7时至
9时，变成 7时 30分至 9时 30分。

“这是分析数据得出的结论。”安丰小区物业
经理吴家国打开手机里的“添睦 e览通”，把一张
张扔在垃圾箱房外的“无主”垃圾照片给记者看。

这些照片有一个共同特征：拍摄时间，即被抽查
人员抓到问题的时间基本都在 9时至 15时。

进一步分析数据， 吴家国们又发现一些细
节：9时至 10时，扔在箱房外的“无主”垃圾其实
“质量”不错———大多数投放者分了类，只是由于
错过了上午的投放时间， 不想重新拎回家。10时
之后乱扔的垃圾，大多是未经分类的混合垃圾。

这些细节促成小区上午固定投放时间的调
整，延后半个小时，箱房前的“无主”垃圾锐减。

至于 10时之后乱扔的垃圾， 安丰小区没有
妥协， 在保持 18 时至 20 时投放时间不变的同
时，延后志愿者在垃圾箱房前值守时间，从与固
定投放时间同步， 调整到每天 9时至 11时和 13

时 30分至 15时 30分。

吴家国坦言， 考虑到志愿者年龄都不小，值
守条件艰苦，一直想调整值守时间，又担心“没人
盯”问题会反弹。现在借助大数据，志愿者值守的

时间调整到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时段，发现问题
及监督指导的效率反而更高。

天目西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吴晓斌坦言，

随着垃圾分类的深入推进， 一些小区遇到瓶
颈，垃圾分类实效上不去，又找不到对策，其关
键在于无法掌握症结。比如，混合垃圾出现在
何时何地？谁又经常乱扔垃圾？

一些小区为了找到答案投入了较高的成
本，安装摄像头、智能化改造小区垃圾箱房，效
果虽好却无法推广到“囊中羞涩”的小区。

“抽检小区垃圾分类实效的第三方，其实
掌握着大量数据。” 平台运维方威景科技副总
经理翁孝清表示，生活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平
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让抽检数据成为
小区归纳总结出症结的“诊断”依据，而且成本
比垃圾箱房智能化改造等手段要低许多。

记者从天目西路街道了解到， 试点成熟
后，“添睦 e 览通” 将推广到街道内的商务楼
宇、沿街商铺，让大数据推动单位垃圾分类实
效的提高。

除臭、破袋和洗手，将成上海生活垃圾所有投放收集点标配

垃圾分类“三件事”如何做到位
■本报记者 陈玺撼

日前， 新版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区、

达标（示范）街镇（乡、工业区）综合考评办法出
炉，将“垃圾投放点采取异味控制措施，收集点
配有破袋、洗手装置”纳入考评范围。这意味
着，除臭、破袋、洗手，将是上海所有生活垃圾
投放收集点的“标配”。

洗手装置：简陋却很有效

一只床头柜， 上面架着一个透明的 10升
水箱。水箱底部抠个洞，接上塑料水龙头。水龙
头下面，候着一只水桶。

这样的简易式洗手装置，在杨浦区的中轩
丽苑有两组，放的地方都是小区里最“尴尬”的
垃圾投放点———既接不到自来水管，也连不到
下水道。然而，正是凭借这般简陋的装置，小区
打消了许多居民破袋投放湿垃圾时的顾虑。

“刚开始要求破袋，大多数居民不理解，有
些人把湿垃圾连袋一起扔给我， 一走了之。”分
拣员刘以祥坦言，小区硬件条件有限，撤桶并点
后，设了 3个定时投放点，其中两个是小区里的
边边角角，装不了洗手台盆。小区居委、物业和

业委会集思广益，做出两组洗手装置。原本有意
见的居民试用了几次，就不嫌破袋脏了。

中山北二路的凤六新苑，也是“螺蛳壳里
做道场”，由于当初没有规划垃圾箱房，小区的
集中投放点旁没有条件装洗手台盆。小区物业
经理刘昌澄看了一眼闲置的饮水机，“就你
了！”居民破袋时如果脏了手，就翻起垃圾桶旁
饮水机上的把手，涓涓细流很快冲走了他们的
烦恼。

除臭措施：性价比是关键

异味控制措施对多数小区而言，虽然居民
普遍认为很有必要，但从实践层面仍相对陌生。

“一天喷至少 4次，刚试了两个礼拜，还要
再观察。” 国和路 111弄小区的垃圾箱房管理

员陈文志坦言，刚开始以为防控疫情时使用的次
氯酸溶液可以除臭，但试了几次，效果不明显。

最近，物业公司跑了好几个市场，选定了一
种“植物除臭剂”，每天 7时开放投放点前、9时关
闭投放点后，在垃圾箱房里喷一下，中午再进去，

还留有淡淡香味。

五角场街道社区管理办王侃说， 异味控制在
小区里要怎样具体落实，上级没有限定，综合排摸
下来，购买并喷洒除臭剂，是相对最经济也是效果
比较有保障的一种做法。目前，国和路 111弄小区
测算下来，使用除臭剂的成本大概在 100元/月。

有政府补贴托底，马桥景城品雅苑在小区湿
垃圾处理站内安装了自动喷淋设施。除臭剂在水
箱内稀释后，被高压泵打到处理站天花板上的管
道，从喷头中雾化喷出。这样一套设备，包含可用
一年量的除臭剂，费用大约在 4万元左右。

物业经理柴剑峰表示，温度不高，且站内
相对封闭时，除臭效果很好，但入夏后，湿垃圾
每天的处理量再多些，效果能否保持还有待观
察，“我们考虑增加喷淋频次和剂量。”

破袋工具：兼顾安全实用

三样“标配”中，唯独破袋装置，不同社区
看法不一。

中轩丽苑的居民很喜欢破袋装置———一
根可用螺丝固定的不锈钢插槽，插槽“伸出双
臂”，连着一条锯齿，把垃圾袋底部甩到锯齿上
钩几下，湿垃圾便破袋而出。刘以祥说，现在这
种破袋工具已是 4.0版。 最早的版本很简陋，

一根固定的木条，上面钉着几根钉子。经过反
复改良和实践，最新版本去年 7 月前后，在中

轩丽苑等定海路街道的 73个垃圾投放点投入
使用，由街道免费发放。

白洋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丽琴表示，为
了确保使用安全，所有破袋工具都跟着垃圾桶
“行动”，指定投放时间内，有指导员站在桶边
指导；投放时间一过，垃圾桶收走，避免无人管
理垃圾桶时，居民错误使用破袋工具的风险。

而国和路 111 弄小区的居民却觉得破袋
工具没有必要。

“一方面是大家已经习惯破袋洗手， 另一
方面是因为它很难标准化。”一位居民坦言，一
些身材矮小的儿童或老人，看不到架在桶内的
锯齿，没有管理员、志愿者在一旁帮忙，可能有
风险。但如果考虑到他们，将工具位置上移，其
他一些居民使用时，破袋后的垃圾又容易掉到
垃圾桶外面。又比如，考虑到安全性，许多工具
的锯齿会钝化，如此一来，一些较厚或材质较
为光滑的垃圾袋就不易刮破。

梅陇镇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副主任
夏春雷表示，街道正在积极听取社区、单位等
各方面的意见，选取一些“弹性大”的破袋工具
模板，比如锯齿可更换，高度、倾斜角度、伸缩
距离等可调节，让使用方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调试、设置，兼顾安全性和实用性。

疫情期上海垃圾量减少
“三增一减”显分类实效

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按目标，今年上
海要确保可回收物回收量 6000 吨/日以上，

有害垃圾清运量 1吨/日以上，湿垃圾分出量
9000吨/日左右， 干垃圾处置量控制在 1.68

万吨/日以下。受疫情影响，近期上海的垃圾
分类情况如何？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 3月，全市可回收物回收量 3342吨/

日，湿垃圾分出量 7394吨/日，干垃圾处置量
11693吨/日。

对此，市绿化市容局生活垃圾管理处处
长徐志平表示，受到疫情影响，上海近期可
回收物回收量、有害垃圾清运量、湿垃圾分
出量、干垃圾处置量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
降。 但从四大类垃圾的垃圾总量占比来看，

“三增一减”（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量
增加，干垃圾量减少）的趋势并没有因为疫
情影响而放缓。

今年 3 月，上海可回收物回收量、湿垃
圾分出量、干垃圾处置量分别占到垃圾总量
的 10.17%、34.8%、55%。 对照今年可回收物
回收量占垃圾总量比例 10.43%、 湿垃圾分
类量占比 31.24%、 干垃圾处置量占比 58%

的预期目标，其实 3月上海的垃圾分类实效
已基本符合甚至优于预期目标。这也说明上
海的垃圾分类并未因为疫情而退步，只是各
类垃圾的绝对量暂时下降而已。

从疫情发生前的 2019 年数据来看，上
海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实现“三增一减”

的成效也很显著。 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
推进工作联席会议上公布的数据显示 ，

2019 年， 上海日均可回收物回收量 4049

吨、有害垃圾分出量 0.6 吨、湿垃圾分出量
7453吨、干垃圾处置量 17731吨。相比 2018

年底， 分别增加 431.8%、504.1%、88.8%和
减少 17.5%。

尤其是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
施后的半年内，上海“三增一减”的成效更为
明显。 从 2019年 11月的单月数据来看，上
海更是提前完成了 2020年的目标。 随着疫
情防控形势的继续向好，今年继续保持好来
之不易的垃圾分类成效，上海就能顺利达成
全年计划。

天目西路街道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平台各种信息一目了然。 陈玺撼 摄 志愿者为居民洗手准备了洗手液。 孟雨涵 摄

扫二维码可以识别垃圾箱房的身份。陈玺撼 摄

全国人大将听取民法典草案说明
（上接第 2版）下午，各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

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
22日上午列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下
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举行小组会议，审议全
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开幕会进行现场直播，新华网将对开幕会作现
场图文直播。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1 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 21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预备会议。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
战书主持会议。会议选举
产生了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议程。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1 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主席团 21 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
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主持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日程。

根据会议日程， 这次大会定于 5月 22日上午开幕，5

月 28日下午闭幕，会期 7天。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1 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 21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十七次委员长会
议。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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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小康智慧力量
（上接第 1版） 广大政协委员在各自岗位上以实际
行动展示了责任担当。

汪洋指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
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人民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深入贯彻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发
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
双向发力，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广泛团结动员
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紧扣
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履
职尽责、凝心聚力，为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贡献。

汪洋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 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人民政协的重点工作。 必须继续抓好贯彻落实，

注重固本强基，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
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有序有效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制

度建设，深入做好凝聚共
识工作，强化委员责任担
当，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

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

全国政协副主席郑建邦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以来的提案工作情况。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
位和各专门委员会提交二次会议提案 5488件， 经审
查，立案 4089件，交 175 家承办单位办理，均已按时
办结。常委会持续推动提高提案工作质量，加强工作
制度体系建设，通过开展提案办理协商发挥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推动新时代人民政协提案工作在坚持中发
展，在巩固中完善。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有：丁薛祥、王晨、刘
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
渡、张又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郭声琨、黄
坤明、蔡奇、尤权、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
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
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魏凤和、王勇、王毅、肖
捷、赵克志、周强、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应邀列席开幕会。外国驻华使节等应邀参加开
幕会。

临港这片热土不断创造“新奇迹”
（上接第 1 版）不仅复工复

产早，新片区内企业的产能也大
都早早恢复到正常水平以上，铆
足了劲追赶落下的进度。特斯拉上海工厂此
前成为全球唯一正常运转的超级工厂，在疫
情期间还计划着提升产能，委托临港人才公
司连开了几场线上招聘会。特斯拉对外事务
副总裁陶琳说，工厂一期产能有望达到每周
4000辆； 二期项目正在建设中，Model Y车
型有望明年上市———其底气也来自管委会
防疫专员与各开发主体的鼎力相助。

“五个重要”指引发展
总书记对临港新片区建设提出的“五个

重要”新要求，是临港新片区发展的方向和
目标。“跨境”“离岸”“海外”“国际”……成为
指引临港新片区发展的“关键词”。

近日，新片区接连发布两份文件，直指
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和制度创新。《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进一步
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注重
顶层设计；《全面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
若干措施》则是落实顶层设计的具体配套扶
持政策。

《实施意见》首次提出“环滴水湖金融
街”概念，到 2025 年，要有不少于 500 家各
类持牌金融机构、新型金融机构、投资类企
业和金融功能性机构入驻。

金融街的规划所在地位于滴水湖以北
105地块。在不久的未来，这片曾经一眼望不
到头的芦苇滩涂将华丽转身，成为临港新片
区的“陆家嘴”，并与之形成错位———不仅要
提升新片区的国际国内金融资源配置能力，

还要侧重于跨境离岸业务与风险可控的金
融创新。

在滴水湖畔再造一个“陆家嘴”，足够低
的网络延迟、畅通的跨境数据流通、便利的

国际互联网访问尤为重要。为此，临港新片
区还发布了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研究探
索国际互联网访问监管模式，构建跨境数据
流通安全评估体系，逐步建立对企业的数据
备案和白名单管理机制，以企业为单位开展
白名单认证直接接入国际互联网。

再早些时候，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揭牌成立，将负责统筹协调推进临港新片
区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改革。新片区管委会
还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签署了合作
协议，将建立国际商事审判组织，争取国际
知名仲裁及争议解决机构的业务机构落户；

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或国际商
事规则、商事惯例，探索允许港澳台人士担
任人民陪审员等。这些都有助于新片区与国
际惯例衔接，以更好地开展跨境、离岸等国
际业务。

打造走出去“跳板”

疫情期间，另一项“跑出加速度”的重要
工作，是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一期封关区域
的各项建设任务。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的挂牌运作是进
一步发挥临港新片区的增长极和发动机作
用的重大举措，也是新片区打造具有国际影
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及实现对
外开放、功能创新、制度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的“金字招牌”的重大举措。

在全球疫情带来不利影响的当下，洋山
特殊综保区的重要性更为突显。区内特有的
政策制度支持，对企业化危为机、提高国际
市场竞争力有着积极而重大的意义。

在短短 3个月内，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其他相关部门与建设主体一起， 完成了
14.27 平方公里的一期封关区域所有围墙、

道路、卡口等建设任务。还有宝
武原料采购服务、上港集疏运中
心、上药控股供应链项目、马士

基亚太分拨中心项目等首批 18个新项目签约
入驻。连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在实地验收时也
不由自主地惊叹：“只有临港新片区能做到这
样的速度。”

连接洋山港、新片区主城区、浦东机场、中
心城区的交通规划也于 4月公开，并已投入实
施： 市域铁两港快线将于年内开工，15分钟内
联通浦东机场与临港；新片区对外主要道路两
港大道快速化改造已是“进行时”；S3高速公路
也将于今年上半年全面开工， 有效分摊 S2高
速公路的交通压力。今后，“洋山特殊综保区—

新片区—中心城区”将有多条快速路、高速公
路、市域铁路联通，承载能力、通行效率将再上
一个台阶。

比起肉眼可见的物理意义上的建设成果，

虚拟的线上建设———主要是一体化信息管理
服务平台不容易被觉察到，但也一样重要。

早在去年 11月，该平台“1.0版”就已上线
启用，聚焦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让企业办事
更便利。而特殊综保区的“2.0版”平台，不仅能
依托区内更自由更便利的制度惠及企业，更是
让精准监管、智能监管、无感监管成为现实。

区内企业上海元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黄影明兴奋地告诉记者，在特殊综保区
内，公司将不用再为账册、证照等“纠结”，大幅
削减了运营成本和管理难度。 凭借摄像头、传
感器、WMS 系统终端等与一体化信息管理服
务平台共同构建的多维度“电子围网”，区外的
战略性新兴企业或企业集群也可以同步享受
这份红利。

目前， 已有 54家区内企业、1家区外企业
以及 15家银行机构的数据成功对接， 满足信
息化协同监管的需要。对于它们及更多即将投
身这里的企业而言，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与临
港新片区将成为投身全球市场的最佳“跳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