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4月19
日，记者从珠海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获悉，为了落实《珠海市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方案（2022－2025年）》中制
定的今年工作目标，近日，市垃圾分类
办已印发《珠海市2022年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要点》，提出从高质量推进、建
立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制定保障
措施等方面扎实工作，实现生活垃圾
分类收运覆盖率100%、生活垃圾回
收利用率不低于35%等目标。

《要点》明确，全市今年要打造总
数不少于100个的具有典型引领意
义的居住小区、公共机构、公共场所、
经营区域等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样
板。在全市推广莲洲镇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模式，今年达到示范标准的行
政村数量占比不低于60%。加快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点、暂存点、垃圾房
和中转站新建改建和升级改造，2022
年香洲区累计完成升级改造的不低
于30%，其他区不低于50%，各区升
级改造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的比例
不低于30%。

推行厨余垃圾“直运+驳运”收运
模式，厨余垃圾收运量不低于其他垃
圾和厨余垃圾清运总量的17%。建
成厨余垃圾处理二期项目、建筑垃圾
及炉渣综合利用项目，加快谋划珠海
市环保生物质热电工程三期项目、生
活垃圾应急填埋区项目。加快建筑垃
圾受纳场和综合利用设施建设。在主
要海岛分别建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可回收物分拣等综合处理设施。加快
可回收物集中分拣中心建设，各区建
成不少于1座。

严格落实有关规定，避免过度包
装。禁止或限制部分一次性塑料制品
的生产、销售和利用。旅游、住宿等行
业推行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餐饮
经营单位倡导“光盘行动”，引导消费
者适量消费，建立长效机制，严格落实
反食品浪费法有关规定，餐厨垃圾合
规处理。加速推动绿色办公、无纸化
办公。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居民
自治制度，基层党组织每月组织研究
和开展民主协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不
少于1次。培育志愿者队伍，每月开

展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行动和
公益活动不少于两次。开展专项治理
和常态化执法检查，对拒不履行生活
垃圾分类义务的，坚决依法处罚。加
强案例公示、媒体曝光、信用惩戒等手
段运用。督促物业企业积极开展居住
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将小区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内容纳入前期物业合
同、物业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将物业
服务企业履行责任情况、行政处罚信
息等纳入信用信息档案，将生活垃圾
分类纳入物业服务企业诚信考核体
系。建立“视频智能监控+现场督导”
相结合的有效监督机制，及时纠正不
规范的投放行为。按照智慧城管建设
统一部署，建设辖区生活垃圾分类、环
境卫生、建筑垃圾管理信息化平台。
完善优化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运输、中
转等管理智能应用场景，使信息化管
理更加管用、实用。整合运输车辆监
控平台、生活垃圾处理计量平台、厨余
垃圾收运处理平台和各区信息平台，
强化部门联动数据共享，推进智慧环
卫管理体系建设。

在推动垃圾分类习惯养成方面，
切实从娃娃抓起，引导群众普遍参与，
营造全社会参与氛围。每月入户宣传
率不低于总户数的15%。每月（寒暑
假除外）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课堂教
学的比例不少于学校总数的 15%。
依托各级各类学校及高校团组织等开
展知识普及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学校比
例达100%，每月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进校园实践活动的比例不少于学校总
数的10%，动员家庭积极参与。加大
市主流媒体和网络新媒体宣传活动力
度，落实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激
励政策。持续开展市、区各级主题宣
传活动和主流媒体报道，每月不少于
两次。

《要点》提出，市、区财政按照财政
管理体制落实安排资金预算，保障生
活垃圾分类各项目建设运营和各项工
作任务开展。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
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挂钩的生活垃
圾处理收费制度。综合考评结果每季
度通报，并纳入党政领导班子考核内
容和机关事业单位绩效考评体系。

今年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下一步如何开展

四方面推进落实各项任务

□本报记者 康振华

餐厨垃圾，是指从事餐饮服务、
集体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食物残
余、废弃食用油脂、食品加工废料等
废弃物。

据了解，珠海主城区目前有 1
万多家餐饮单位和单位食堂，日产生
餐厨废弃物分布广、产量大，规范餐
厨废弃物收运和处置管理，是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落实生活垃圾分类制
度、打击制售“地沟油”等违法行为、
确保食品安全等工作的重要举措。

餐厨垃圾如何规范处置

珠海市餐饮机构、单位食堂的餐
厨垃圾去哪了呢？会变身“地沟油” 
回到餐桌吗？

位于梅华西路一酒店的后门处，
后厨工作人员正在将装餐厨垃圾的绿
色大桶集中在一起，等待餐厨垃圾收
运车前来收集。“开餐馆少不了餐厨垃
圾，以前真不知道咋处理，自从和街道
签订了餐厨垃圾统一收运协议后，每
天将餐厨垃圾倒在专用垃圾桶装满
后，直接放在门口等着餐厨垃圾收运
车定时定点上门收集。”酒店后厨工作
人员介绍道。

据了解，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大力推进餐厨垃圾集中统一收运，目
前餐饮单位和单位食堂的餐厨垃圾已
全部实现统一收运。此举有效杜绝了
餐厨垃圾的非法流向，从源头上斩断
了“地沟油”生产制作链条，有力保障
了食品卫生和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餐厨垃圾集中收运后，实现资源
化处理就显得非常重要。

位于富山工业园的珠海生态环
保产业园餐厨垃圾处理一期工程项

目已经建成。这是珠海目前规模最大
的餐厨垃圾处理工程。项目采用 “预

处理+厌氧发酵”的垃圾处理工
艺，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沼气可发电；
产出的粗油脂可售卖给有资质企业
生产工业用油，杜绝回流；最后剩下
的残渣则会被交由垃圾发电厂焚烧
发电。

据介绍，目前全市餐厨垃圾单日
收运量在260吨左右，上述餐厨垃圾
处理一期工程设计处理规模为 300
吨/天，潲水油处理规模为 30 吨/天，
项目投产后将能承接全市收运量，坚
决杜绝“地沟油”回流餐桌，实现全市
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

据了解，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持续发力做好餐厨垃圾处置，健全餐
厨废弃物收运体系,提升餐厨垃圾处
置工艺，强化餐厨垃圾规范处置宣传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4月
19 日，记者从珠海市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获悉，3月 11日，该局
组织广东省环境卫生协会对19家
珠海市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1-2 月）第三方现场
检查，得分较高的为御景首府（斗
门翠莹物业）和南盛雅苑(斗门南
居物业)，均为 46.5 分（满分为 50
分）。

各检查单位得分情况（满分 50
分）分别为：御景首府（斗门翠莹物
业）和南盛雅苑（斗门南居物业）均
为46.5分，华发未来荟（华发物业）
和水木清华园（港富物业）均为32
分，白莲新村（科技工业区物业）
31.5分，翠湖香山（绿城物业）29.5
分，恒隆华萃园（恒隆物业）28.5分，
远大美域（时代物业）27分，海怡湾
畔（万科物业）25分，海湾德馨苑（珠
光物业）23.5分，龙舟湾（快利达物

业）23分，海湾西苑（珠光物业）和海
湾排楼（珠光物业）以及海湾公寓楼
（珠光物业）均为22.5分，荣泰河庭
C区（中珠物业）21.5分，锦绣柠溪
（葆力物业）17分，怡昌花园（万家物
业）和金涛苑（先诚物业）均为 15
分，明悦轩（庆昌物业）5分。

现场检查发现，各物业服务企
业主要存在未开展定期入户宣传、
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未设置垃圾分
类收集站，垃圾投放点设置不合理，
垃圾投放点设置数量太少或太多，
未设置误时投放点，定时投放点和
误时投放点混淆不清，定时投放点
存在垃圾乱投乱放现象，公示栏中
垃圾分类容器分布图不清晰，未采
取定时定点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培养
居民分类投放行为习惯，未设置定
时投放点，定时投放点没有按投放
时间进行撤桶，未起到定时投放作
用等问题。

我市物业服务企业垃圾分类工作检查结果出炉

两家单位得分较高

市城管部门加强餐厨垃圾管理

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集中收运。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引导，推动餐厨垃圾减量化、无害
化、资源化处置。

餐厨垃圾来去有“数”可寻

在珠海高新区港湾大道与金峰北
路交汇处，一辆餐厨垃圾收运车停靠
在餐饮门店外，车上的自动装载装置
将餐厨垃圾倒进密闭的车厢里。车载
智能系统识别出了桶的“身份”，并记
录下餐厨垃圾的重量，与此同时，餐
厨收运数据通过系统传输至后台。如
此智能便捷的餐厨垃圾管控收运场
景，有望今年6月底前在宝龙城广场
全方位实现，这也将是该区首个植入
垃圾分类智慧化系统的综合商业体。

加强宣传和执法

全市城管部门通过各种媒体加大
宣传报道力度，使广大餐饮经营户认
识到随意处置餐厨垃圾的危害以及要
承担的法律责任；执法人员实地走访
辖区餐饮门店，特别是大型餐饮门店
和机关、学校食堂等集中用餐场所，
对餐厨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理情况
进行摸排，建立工作台账，健全餐厨
垃圾处理运输台账，为后期管理和检
查搭建基础数据库；同时对辖区内餐
饮企业、学校食堂餐厨剩余物的处置
情况及流向进行日常监管，对未按要
求执行的批评教育，责令其立即整
改，并不定期抽查复检。

去年 10 月，市垃圾分类办工作
人员在白藤湖环湖北路一餐饮店检查
时，发现该餐饮店的垃圾分类工作存
在不按规定处置等问题。工作人员对
此进行教育指导，责令该餐饮店立即
改正。一个月后，白藤街道综合行
政执法办执法人员再次前往该餐
饮店巡查。经检查，该餐饮店仍
未整改。对此，执法人员依法对
该餐饮店处以行政罚款3000 元。

《珠海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规定，餐厨垃圾收集、运输、
处理实行特许经营。产生餐厨垃圾的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将不能
就地处理的餐厨垃圾全量交由餐厨垃
圾特许经营企业收集、运输、处理。
违反此条例规定者，由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部门责令整改，并对单位处十万
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未经许可从
事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活动的，
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 行为，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4月19
日，记者从珠海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获悉，在住建部工作评估中，我市
2021 年第四季度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成效显著，位列第一档。

据了解，我市高度重视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部
署，上下联动、部门协作，加快推进以法
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
筹、因地制宜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我
市居民小区、公共机构、公共场所、经营
区域生活垃圾分类有效覆盖率100%， 
1405 个居住小区共设置分类投放点
4083 个，不同程度升级改造占比达到
99%以上。2021年第四季度入户宣传
率 73%，其他垃圾全焚烧、零填埋，生
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85.7%，回收利用
率 33%，已基本实现城乡生活垃圾分
类全覆盖，基本建成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体系。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打造了居民
区、文教区、办公区、餐饮机构等八大
产生源全链条全体系生活垃圾分类先
行示范区。香洲区建成香湾街道、狮
山街道、吉大街道、拱北街道、湾仔街
道、梅华街道 6 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街道，其余 4 个镇（街）基本实现生活
垃圾分类全覆盖；金湾区基本建成红
旗镇、三灶镇两个示范镇；斗门区基本
建成白藤街道、井岸镇、莲洲镇3个示
范镇（街）；鹤洲新区（筹）基本建成保
税区示范片区和3个海岛垃圾分类示
范镇，高新区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
示范区。

与此同时，我市还全链条推进分
类处理体系。其他垃圾全部运至珠海
市环保生物质热电工程一、二期项目焚
烧处理，实现全焚烧、零填埋；厨余垃圾
全面推行“驳运+直运”收运模式，建
设“集中处理为主，小型处理为辅”的厨
余垃圾处理体系，设计规模 330

吨/日的厨余垃圾处理一期项目调试
运行；可回收物方面，发布回收指导目
录，加快推进两网融合，建成 13 座可
回收物分拣中心；有害垃圾方面，按照
危险废物贮存标准建成各区集中暂存
点 7 个，依托本市危险废物处置企业
建成有害垃圾闭环处理体系，新增废
荧光灯处置能力500吨/年。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也可圈

可点。截至2021年年底，入户宣传
超过81万户次，基本实现入户全覆
盖。在《珠海特区报》增设生活垃圾
分类周刊，至2021年年底已刊发19
期。省级及以上媒体报道211篇，市
级媒体报道 528 篇，“学习强国”
App109 篇，微信公众号推文 609
篇。全市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宣教中
心8家。组织全市8所高校开展宣

传、培训、指导活动，开展珠海市高校
大学生生活垃圾分类文化艺术主题
宣传活动，吸引4万余人参与。全市
中小学均已建立校园生活垃圾分类
检查考评制度，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
教育体系，全市中小学共评出生活垃
圾分类精品课134节，开展学校、家
庭、社区生活垃圾分类互动实践活动
的学校占比100%。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近日，
《珠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
（2022-2025 年）》正式出台。总体目
标是到2025年，把珠海打造成生活垃
圾分类样板城市，法规制度更加健全，
标准规范更加精细，服务更加便民利
民，智慧化管理水平显著提升，分类投
放习惯全面养成，建成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城乡一体化体系，生活垃圾回收
利用率达到40%以上。

2022-2025年珠海市生活垃圾
分类主要指标任务分别为：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点规范化升级改造的比
例，2025年≥90%。暂存点、垃圾房
和转运站规范化升级改造的比例，

2025年≥90%。厨余垃圾转运能力
占总转运能力的比例，2025 年≥
20%。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覆盖率每
年达到 100%。厨余垃圾收运量占
厨余和其他垃圾总量的比例，2025
年≥22%。厨余垃圾处理能力，2024
年达到830吨/日。

《方案》提出，全面推进生活垃
圾分类示范创建工作，实现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主体全覆盖，开展生活
垃圾分类示范样板创建活动，每年
打造一批居住小区、公共机构、公共
场所、经营区域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样板。在全市推广莲洲镇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模式，2025年达到示范标

准的行政村数量占比不低于 70%。
按适度超前原则，加快推进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建设，珠海生态环保产
业园各项设施设计充分考虑项目协
同和资源循环利用。分阶段建设设
计规模2000吨/日的珠海市环保生
物质热电工程三期项目；建成厨余
垃圾处理二期项目，新增厨余垃圾
处理能力500吨/日，结合实际规划
建设厨余垃圾处理三期项目。在主
要海岛分别建设厨余垃圾、其他垃
圾、可回收物分拣等综合处理设
施。推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与
生活垃圾收运体系“两网融合”。加
快生活垃圾分类网点和废旧物品交

投网点建设，到 2025 年，建成可回
收物集中分拣中心6座，新增分拣处
理能力38万吨/年。

《方案》还对避免过度包装、禁止
或限制一次性塑料制品，加速推动绿
色办公，加强分类业务培训，发挥各
方力量参加生活垃圾分类服务，将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居民自治制度，
加强专项治理和常态化执法检查，构
建智慧管理体系，加强宣传引导，推
动生活垃圾分类宣传“进校园”“进
教材”“进课堂”，加大市主流媒体和
网络新媒体宣传力度，落实激励政
策，建设宣教基地等方面提出了明
确任务。

《珠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2022-2025年）》出台

把珠海打造成生活垃圾分类样板城市

我市垃圾分类工作成效显著
在住建部工作评估中，位列第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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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市已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宣教中心8家。

厨余垃圾统一收运。 志愿者站桶督导。 误时投放点。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