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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产生“人人有份” 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金湾区为垃圾分类提供
“多元治理样本”

千人公共食堂厨余垃圾全程封
闭式“暗箱操作”不产生异味、居民
小区“彩虹分类垃圾箱”有志愿者专
职守护、业主正确投放垃圾可获积
分奖励、村民家门口垃圾每天有专
人上门收集、“固定+随机”收集模
式保障垃圾日产日清“不过夜”……
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一年来，科学垃
圾分类成为金湾城乡居民的新时
尚、好习惯。

据金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市容环境室主任王时波介绍，按
照全市总体规划，金湾区计划今年
基本建成“市级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区”。“示范区的建设重点在公共机
构、居民生活区、公共场所、村居等
四个层面上展开。”王时波说。

这其中，公共机构的垃圾分类
工作十分庞杂。

7月20日中午，偌大的食堂里
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就餐。食堂大厅
内，垃圾分类的标识、墙面上的指引
均清晰明了。

金湾区市民服务中心的公共食
堂为近千名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提供工作餐，一次可供300人同时
用餐。餐后产生的厨余垃圾，从清
盘、清洗到收集、运输，全程均采用
封闭式“暗箱操作”模式。在食堂
北侧的垃圾集中点，厨余垃圾均被
封闭式收纳，整个食堂，闻不到一丝
异味。

在外来人口比例高、人员密集
的高层住宅小区，垃圾分类工作又

是怎样的场景？走进椰树掩映、绿
植茂盛的中海左岸岚庭小区，这里
的垃圾定点投放点、回收柜运转有
序。几处五颜六色的“彩虹分类垃
圾箱”引人注目，玻璃回收、金属回
收、塑料回收、有害垃圾、纺织物回
收……每个功能不同的垃圾回收
箱，用颜色区分、以组合柜的形式排
摆放于公共活动区域；居民家中的
厨余垃圾，在每栋居民楼下设有专
门的绿色塑料桶予以收集。

此外，该小区的“彩虹分类垃圾
箱”还有志愿者专职守护，业主在志
愿者指导下正确投放垃圾后，可自
动获取相应的积分奖励，积分则可
以用来从旁边的自动兑换机上兑换
日常生活用品。

中海左岸岚庭小区对生活垃圾
科学分类的情形，是金湾区居民生
活区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缩影。

“通过示范点建设，不断总结经
验，并逐步扩大村（居）、小区示范点
建设范围，达到以点带面，全面覆
盖，不断促进广大市民转变观念，将
生活垃圾分类向常态化、制度化、习
惯化方向深入开展。”王时波说。

目前，金湾区垃圾分类工作
已在全域展开，并取得阶段性进
展。全区公共机构和住宅小区垃
圾分类设施设备覆盖面已达到
100%，在全市行政区中率先实现
垃圾分类全覆盖。垃圾分类覆盖
81322 户，住宅小区智能设备投
放率占45%。

在公共机构、居民生活区、公共场所、村居等层面重点推进

建设市级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区

本报讯 记者何进报道：香
浓的咖啡伴着柔和的灯光，构成
轻松的氛围，村居干部围坐一堂
热烈讨论“村中大事”。7月17
日上午，这别具一格的村居议事
协商会议新形式在金湾区红旗
镇上演。当天，该镇举办“世界
咖啡馆”议事协商会议能力提升
培训班，红旗镇的32名村居干
部参加培训。

培训班由金湾区委政法委
指导，金湾区民政局和红旗镇政
府支持，瑞众议事协商项目组邀
请到城乡社区治理领域专家针
对红旗镇村居干部开展了议事
协商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本次

培训采用“团队共创法”和“世界
咖啡馆”的形式进行。

培训课上，专家引入活泼
新颖的“世界咖啡馆”会议模
式。即围绕一个主题进行数
轮讨论，每一轮讨论完成，“桌
长”留下，其他组员换桌；“桌
长”分享本桌观点，组员补充各
自之前观点。

经安排，参训者还轮流担任
“桌长”，总结各方意见，体验“主
持者”角色，实现了从参与者到
主持人，多角色、多角度多重身
份和思维的转换，帮助全体村居
干部激发“脑力风暴”，加深对话
题的认识和理解。

金湾区举办议事协商能力培训班

激发村居干部“脑力风暴”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金
湾区三灶镇与米林县里龙乡“结
对结亲”，将在多个方面展开合
作。7月16日至17日，金湾区
赴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林县调
研对口支援工作。据悉，三灶镇
已经与米林县里龙乡展开结对
帮扶，接下来将围绕里龙乡所
需，发挥三灶所能。

里龙乡位于林芝市米林县
西南部，雅鲁藏布江右岸。全乡
有8个行政村、13个自然村、1
个三岩搬迁村，共有 520 户、
2045人。现有基层党组织（支
部）13个，党员378名。2019年
乡党委、政府坚持党建统领，狠抓
发展与稳定，带领全乡农牧民群
众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6445.91
万元，人均纯收入22604.24元。

里龙乡希望，金湾区和三灶镇在
党组织建设、人才培养、产业发
展、教育等领域加大帮扶力度。

对此，三灶镇接下来将与
里龙乡加强往来沟通，围绕里
龙乡所需，发挥三灶所能，尽全
力协助做好各项帮扶工作，共
同促进两地经济繁荣和社会
进步，提高当地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据悉，根
据三灶镇与里龙乡签订的《珠
海市金湾区三灶镇与林芝市米
林县里龙乡结为“对口帮扶友
好乡镇”协议书》，双方充分发
挥优势、对接需求、整合资源，
开展对口支援工作，促进人才
培养，帮助里龙乡推动乡村振
兴战略，不断提升“造血”功能和
自我发挥能力。

金湾区三灶镇与米林县里龙乡“结对结亲”

围绕里龙乡所需
发挥三灶镇所能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7
月18日，金湾区第30个志愿服
务实体化站点——红旗镇双湖
社区志愿服务站正式挂牌成
立，这标志着金湾不断推动志
愿服务下沉基层、实现良性循
环。该站点在当日下午的首场
活动中，进行了垃圾分类专题
培训，有近50名新加入的志愿
者接受培训。

当日下午，该社区志愿服
务活动正式启动，在金湾区团
委指导下，金湾区志愿者联合
会、双湖社区志愿服务站开展

“垃圾分类新时尚·志愿服务齐
参与”主题志愿服务培训，双湖
社区近50名新加入的志愿者
参与此次培训。在新入志愿者
培训环节，区志愿者联合会工
作人员向志愿者解读了什么是
志愿者、什么是志愿服务活动，
如何通过“i志愿平台”成为注
册志愿者，并生动形象地讲解

志愿服务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在垃圾分类培训环节上，红旗
镇垃圾分类办宣讲员通过电子
幻灯片展示，详细地为志愿者
讲述生活垃圾分类现状和意
义，并通过互动问答的方式举
例说明生活中常见的垃圾分类
误区，进一步提升志愿者的垃
圾分类理论水平。随后，在社
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志愿者
们走进社区，通过派发宣传单
张的方式，向路过的居民讲解
垃圾分类的意义，引导居民有
效处理生活垃圾，强化居民生
活垃圾分类意识。

根据计划，团区委、区志愿
者联合会接下来将逐步完善村
居志愿服务工作长效机制，以项
目建设为依托，围绕文明实践、
文明引导、心理疏导、医疗保健
等内容，开展文娱康乐、普法宣
传、医疗卫生、家电检修、消防应
急等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金湾区第30个志愿服务实体化站点建成

首场活动开展垃圾分类培训

本报讯 记者何进报道：“三
伏天”是一年中最酷热的时节，
为切实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切实
维护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职工
的身体健康，7月17日，金湾区
红旗镇党委、红旗镇总工会领导
组成慰问组，联合开展了“夏日
送清凉”活动，为奋战在一线的
广大职工送去了2331箱饮料缓
解暑热。

当天，慰问组深入红旗镇辖
区内企业事业单位高温一线作
业现场，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
活动，为户外作业的职工们送去

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的关怀和
爱护。慰问组每到一处，均向各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强调，要保障
好一线职工的安全健康，做好防
暑降温工作，科学安排作息时
间，尽最大努力营造平安舒适的
工作环境，切实维护职工们的合
法权益，确保高温一线职工平安
度夏。

此次“送清凉”慰问活动共
发放清凉饮料2331箱，为21家
非公企业及环卫、水闸堤围、建
设工地等一线高温户外职工送
去了清凉降温饮品。

红旗镇开展“夏日送清凉”
发放2331箱饮料为高温一线职工解暑

采写：本报记者 何进 摄影：本报记者 张洲

地处南海之滨、珠海西部,金湾区既有城
乡二元结构，又有大型社区和密集的高校等
多元治理主体，是粤港澳大湾区高度城市化
地区中难得的“城市治理样本”。垃圾分类作
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关系着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数据显示，金湾区月均产生生活垃圾
超过9000吨，随着城市的高速扩张，这种动
辄每年以10万吨计的庞大数量的垃圾，对环
境造成空前压力。

金湾区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中，按照“管
行业必管垃圾分类”的原则,突出行业管理、落
实主体责任；构建以“镇街网格化”管理体系为
基础，基层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
志愿者于一体的联动机制。该工作推进一年
来，群众知晓率、居民垃圾分类准确率、社会组
织参与度、志愿活动开展频次等各项指标均走
在全市前列。

金湾区现阶段取得的实效，也为其他地区
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垃圾分类“多
元治理样本”。

7月14日，由珠海市部分全国
和省人大代表组成的调研组视察金
湾区，详细了解城乡居民生活垃圾
分类及处理情况。

因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一直以
来，农村是打造优美人居环境工作
的薄弱环节和短板。金湾区农村的
垃圾分类工作进行得怎么样？这是
人大代表十分关心的问题。

调研当天，人大代表们来到靠
近鸡啼门水道的黄绿背村。走进
椰风阵阵的小渔村，街巷笔直宽
阔、小二层结构的洋房林立，房前
屋后干净整洁，均配有醒目的垃圾
桶。该村位于三灶镇金海岸片区，
靠近大海，以前是典型的海边小渔
村。该村还是金湾区“乡村振兴”
建设的阵地之一，地处城乡接合
部，涉及“旧村改造”、黄绿背水库

景区建设等多个“新农村建设”课
题，是金湾发展乡村旅游的一个新
支点。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功能禀赋，
让黄绿背村成为我市推进垃圾分类
工作中一个难得的“样本”。

聚乙烯制成的塑料袋在泥土中
需要80年才能分解；一枚纽扣电池
能污染600吨水体，相当于一个人
一生的用水量……10多块立在村
口的垃圾分类宣传展板十分醒目，
参观者通过宣传展板图文并茂的说
明，了解到大量环保知识。令人震
撼的污染信息，让村民意识到垃圾
分类和环保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推广垃圾分类，垃圾投放前的
“源头减量”和“前端分类”工作尤其
重要。

根据全国推广的垃圾分类“四

分法”，金湾区组织居民在家先进行
垃圾分类，将每天产生的垃圾按照

“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等四大类进行归类，并与
蓝、红、绿、灰四色垃圾桶对应标记，
方便了村民精细操作。

“居民首先在家中对垃圾进行
分类打包，保证了源头处理的精准
度，避免了垃圾二次分类的麻烦，提
高了垃圾分类的效率和准确度。”王
时波说。

三灶镇城资公司负责黄绿背村
的垃圾分类工作，该公司经理李鹏
介绍，“村里收集的垃圾主要是果皮
纸屑，平均一天可收集80多斤垃
圾，而每家每户一日三餐产生的厨
余垃圾，则由村民自行饲养自家的
鸡鸭。”目前，黄绿背村每天早上8
时、下午5时两次固定时段有专人

负责上门收集垃圾。
“印象中，农村基础设施薄弱，

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很缓慢。今
天到黄绿背村实地走访，发现村里
垃圾分类工作规范有序，很有成
效。”村里一圈走访下来，实地的所
见所闻，让全国人大代表廖贵平十
分感慨。

廖贵平表示，做好垃圾分类工
作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基
层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实践时要
从细处着手、贵在落实。“来金湾调
研，与群众、志愿者进行了交谈，了
解到金湾的垃圾分类工作社会知晓
率、群众的自觉性、社会组织的参与
度等三项指标都非常高，金湾区已
在全区形成了良好的宣传氛围，垃
圾分类工作做到了落实落地、抓实
抓好。”

源头减量、前端分类、按时收集

小渔村成乡村垃圾分类“样本”

“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而又系
统化的工程，这项工作十分庞杂，目
前上海、厦门走在全国前列。而在
珠三角城市中，广州的‘芳村模板’，
是珠三角的标杆，也是我们‘学习取
经’的榜样。”王时波说。

垃圾分类强调的是“知行合
一”，首先要打破认识上的固有印
象。“一说起垃圾分类，人们首先想
到这是城管部门和环卫部门的职
责，自己却对恶臭的垃圾避而远
之。其实垃圾的产生‘人人有份’，
垃圾分类也必须‘人人有责’，必须
要凸出‘主体责任’。”王时波说。

为推进垃圾分类工作，2019
年，金湾区出台生活垃圾分类实施
方案，成立以区委书记阳化冰为第
一责任人并任组长的金湾区垃圾
分类工作领导小组。从而建立起
一套主官挂帅、直上直下的“垂管系
统”。

同时，金湾区还按照“管行业必
管垃圾分类”的原则，突出行业管
理，成立专责小组，积极落实行业主
管部门在垃圾分类上的“主体责
任”，建立起全行业参与、纵向到边

的垃圾分类“立体治理结构”。
“按照行业划分，金湾成立了8

个专责小组。比如，以教育局为牵
头单位的教育行业、以市场监督局
牵头的市场行业、以卫生健康局牵
头的医疗行业等，主要目的就是落
实行业主管单位在垃圾分类中的

‘主体责任’。”王时波说。
截至目前，金湾区已构建起以

“镇街网格化”管理体系为基础，基
层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
司、志愿者于一体的联动机制。

从“冷眼旁观”到“全民参与”，
这其中离不开以行业为载体进行的
舆论宣传和志愿服务理念的推广。
以金湾区教育局为例，即使是疫情
期间，该局也组织了多场“云”上公
益和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和家庭参
与垃圾分类。通过“小手拉大手”的
传播模式，吸引亲子家庭热情参与，
提高垃圾分类的社会知晓率，从而
促成“主体责任”的落实。

“垃圾分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
标志。”在中海左岸岚庭3号居民
楼下，身穿志愿者“红马甲”伍海恩
说。热心公益的伍海恩，大学时代

就参加校园志愿服务队，活跃在金
湾多个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去年毕
业后，23岁的她作为金湾团区委下
属的“新青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和团
队一起参与金湾的垃圾分类推广工
作，拥有了中海左岸岚庭小区垃圾
分类示范点“楼栋督导员”的新身份。

岭南夏季，气候炎热，包括厨余
垃圾在内的生活垃圾，发酵时间短
极易产生恶臭气味，污染周围环
境。金湾区在垃圾分类过程中，遵
照生物降解的规律办事，严格把握

时间线，让垃圾清运跑在“太阳的前
面”，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小区垃圾
分类收集采用的是‘固定+随机’的
模式。每天早晚7时，有专人到楼
栋收集垃圾，如果居民家中某类垃
圾数量较大，督导员要联系物业进
行及时清运，保证垃圾‘不过夜’。”
伍海恩说。

目前，金湾区在全部物业小区
都配置了垃圾分类投放点，并组建
了一支77人的专职督导员队伍来
督查垃圾分类工作落实情况。

按照“管行业必管垃圾分类”的原则

突出行业管理 落实主体责任

金湾区志愿者联合会、双湖社区志愿服务站开展“垃圾分类新
风尚·志愿服务齐参与”主题志愿服务培训。

金湾区航空新城时代山湖海小区，工作人员在指导市民使用智能垃圾分类设备。

中 海 左
岸岚庭小区
环境整洁优
美，垃圾分类
宣传标识十
分醒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