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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垃圾分类“喜忧参半”
记者通过走访发现，商务楼宇

在垃圾分类方面情况不一。
中国石油大厦以分类智能化、

管 理 精 细 化 为 垃 圾 分 类 主 要 原
则——地下四层一间“特殊”的垃
圾“回收站”通过管道连接至楼内
每一层的垃圾投放间，保洁人员将
垃圾打包后，便可通过管道统一投
放，经过抽空、压缩装入集中回收
箱内。

另外两间特殊的垃圾“回收
站”，位于地下三层。在这里，厨余
垃圾会经过专业设备的粉碎、脱
水，去除 70%至 80%的水分。“大约
可以将 5 桶垃圾的体积缩减为 1
桶。”负责大厦物业管理的中油阳
光物业公司餐饮后勤管事部经理
相建介绍说。

综合考虑建筑整体风格等因
素，大厦内其他供工作人员日常使
用的垃圾桶并未采用传统的四色
分类垃圾桶，而是采取了统一样

式，用文字和图示标明分类。据中
油阳光物业公司管家部公区保洁主
管吴峰介绍，结合商务楼宇垃圾投
放的特点，大厦内设置了少量的“有
害垃圾”回收箱，用于投放电池等。

6 月 21 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
南 新 仓 胡 同 内 的 南 新 仓 商 务 大
厦。从现场看，垃圾分类在这里并
未执行。在大厦西侧楼梯间的一
垃圾投放间内，虽然摆放了“厨余
垃圾”“其他垃圾”等分类垃圾桶，
但依然有垃圾被错误投放，甚至有
残羹冷炙被扔进“其他垃圾”桶
内。在一辆运送垃圾的三轮车内，
除了纸箱等被分拣出来，其他垃圾
都被混装在一起。

在大厦南侧的步行街两处餐
饮店外，绿色、蓝色、灰色三色垃圾
桶内投放的垃圾均被混装在黑色
塑胶袋内，而在有些满载的垃圾桶
外，还有几袋垃圾被扔在地上。

记者 李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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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垃圾分类了吗？近半数受访者：一直参与
调查显示：垃圾桶配备不全成影响公众参与垃圾分类第一主因；本报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垃圾分类在落实中还有“美中不足”

随着上海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北京市垃圾分类立法工作也提上日程，不履行垃圾分类责任的
单位和个人将面临罚款。

北京试点推行垃圾分类已逾20年，近日，本报记者实地走访我区多个社区以及商业楼宇、景点等并
发放问卷调查，了解公众参与垃圾分类的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近半数受访者表示在生活中一直参与垃
圾分类，63%的受访者对垃圾分类现状满意或比较满意。对于影响其垃圾分类的主要原因，分别有近六
成的受访者认为是分类垃圾桶配备不全和垃圾混装混运。

链接 我区首创《学生垃圾分类行动手册》

崇外街道新怡家园

智能垃圾分类箱让居民“自己分”

建国门街道大雅宝社区

“户分桶”厨余垃圾两小时清一次

东花市大街2号院

居民倒厨余垃圾多未“裸扔”

和平里街道化工大院社区

混扔让小区垃圾分类“美中不足”

南锣主街混投混装并存

簋街商家自制处理“神器”

现状
今年前5月生活垃圾同比

减量1.5万吨

近日，我区生态环境局发布垃圾
分类工作成效：1-5 月全区生活垃圾
同比实现减量1.5万吨。

今年年初，我区印发了《东城区
垃圾分类全覆盖工作方案》，以全市

“干湿分开”“大类粗分”为原则，按照
“厨余垃圾、再生资源、其他垃圾、有
害垃圾”进行分类投放处理，建立垃
圾分类长效工作机制。

方案提出，截至 2019 年底，全区
垃圾分类工作制度和标准体系基本
完善，厨余垃圾分出率达到 10%以
上。截至目前，全区 787 家党政机关
实施强制垃圾分类，2737 家餐厨餐饮
企业已纳入规范管理，17个街道实现
垃圾分类全覆盖。

在前端分类设施建设上，我区已
安装完成 2600组垃圾分类收集容器，
东花市、天坛、崇外、建国门、龙潭等
街道设计了集宣传、投放、称重、积分
等功能为一体的分类投放设施。在
分类运输体系方面，我区95辆前端分
类电动收运车在片区内循环收运，每

个街道设立 1-2 个餐厨（厨余）垃圾
转运收集点，与环卫集团39辆纯电动
餐厨（厨余）垃圾运输车辆对接。

调查
垃圾桶配备不全成影响分

类第一主因

在本报发放的问卷调查中，231
位参与者覆盖全区 17 个街道。调查
结果显示，49%的受访者表示一直分
类；42%的受访者表示偶尔会分类，从
不分类的占8%。

对于影响其进行垃圾分类的主
要原因，选择分类垃圾桶配备不全、
垃圾混装混运的受访者分别占60%和
59%，占比分列前两项。

同时，本报记者走访全区多个街
道社区、商业楼宇、景点商街，发现垃
圾 分 类 在 落 实 中 还 有 些“ 美 中 不
足”。调查显示，虽然很多社区都设
置了垃圾分类设施，但仍存在垃圾桶
配备不全，并有不同程度的混投或投
放不到位现象。在热门景区，游客无
视垃圾分类标识，混投现象严重，垃
圾清运人员混装混运，未见分类分拣
和分运。商务楼宇在垃圾分类方面

情况不一,有的落实到位，有的完全不
进行分类。从参与人员的年龄看，老
年人参与度明显高于年轻人。

举措
垃圾分类将纳入年终绩效考核

从目前情况看，全面、细致地落
实垃圾分类工作成为我区亟须解决
的问题。记者从区城管委获悉，我区
近期将召开全区垃圾分类动员大会，
对垃圾分类工作进行再部署，将垃圾
分类工作纳入年终绩效考核，对工作
开展不力，产生严重影响的及时予以
问责。

在宣传方面，我区今年计划组织
100 场针对中小学、党政机关、街道、
行业单位和社区居民的垃圾分类讲
座培训、参观实践及交流推广活动，
并编制了全市首部中小学生垃圾分
类行动指导手册，推行垃圾分类进校
园，让垃圾分类“进学校、进课堂、进
教材”；在鼓励引导方面，目前我区采
取积分兑换方式，未来将探索垃圾分
类积分与停车管理、居家养老等服务
流通兑换。

记者 庄蕊

6 月 19 日下午 3 时，虽然已过
了午间用餐高峰期，簋街胡大饭馆
总店中仍有 10 余桌客人就餐。“总
店客流量能达到日均 2000 人。”店
长曹文利介绍，小龙虾和火锅不一
样，火锅是越吃越少，小龙虾却是
越吃越“多”。

“多”，指的是美食背后大量的
餐厨垃圾。就拿吃小龙虾来说，一
盆小龙虾会产生两盆龙虾壳；容量
240 升的厨余垃圾桶，每天大约装
满20个，总量约4800升。这么多的
餐厨垃圾，如何处置？

在饭店后厨，记者发现了一个
不锈钢材质的垃圾存放间。一侧
的推拉门上写着“生活垃圾”，推开
后，里面是一包包用黑色塑胶袋包
装好的垃圾；另一侧的推拉门上写
着“厨余垃圾”，里面整齐码放着绿
色厨余垃圾桶。

除了用于减少异味和蚊蝇滋
生的风扇、灭蝇灯，存放间内一条
蓝色的管道十分显眼。管道的源
头位于洗碗间一个“特殊”的装置

——油水隔离器，这是胡大餐饮有
限公司总经理郭冬自行设计、发明
的。隔离器的外观类似洗碗池，一
侧采用斜面设计，具有隔油功能。
从餐桌上收回的厨余垃圾，首先会
倾倒入隔离器内。经过隔离，油会
直接下到地下的隔油池，残渣再投
入厨余垃圾桶。

“以前因为设备密封不好，存
放或清运时经常有油污流到地面
上，需要二次清理。”曹文利记得自
己有一次曾带着员工清理了两个
多小时的路面，“现在不一样了，隔
离后的厨余垃圾水、油含量降低
了，既减轻了重量、便于清运，又干
净卫生。”

与胡大饭馆总店一墙之隔的
花家怡园、仔仔等餐饮企业，也在
垃圾分类方面采取了相应措施。
据北新桥街道簋街管理委员会工
作人员介绍，目前簋街共有 95家餐
饮企业基本实现了按照相关规定
执行厨余垃圾分类存放、清运。

记者 李滢

7月11日，由区教委、区城管委联合
编制的《北京市东城区学生垃圾分类行
动手册》发布，该手册是全市第一本针对
中小学生设计的垃圾分类行动手册。

该手册中不仅有垃圾分类小知
识和分类方法明细，还以图文并茂的
形式倡导学生发现身边的绿色，发挥

想象力变废为宝。其中的“垃圾分类
21 天行动计划”，倡导学生利用暑假
时间，坚持 21 天垃圾分类，并将每日
的垃圾分类情况记录在手册上。

区教委主任周玉玲表示：“这本
手册已发到全区近 10 万中小学生手
中。我们希望以‘小手拉大手’的形

式，通过学生将垃圾分类理念和方法
带入每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区。在
今后的工作中，区教委将继续组织开
展专家讲座进校园、垃圾分类知识竞
赛等系列环保主题教育活动，培养学
生做环境保护的宣传员和践行者。”

记者 王慧雯

6月 24日早上，新怡家园的居民
刘大妈提着垃圾袋来到小区智能垃
圾分类箱前，将写有自己姓名的二维
码卡片在扫描仪前一刷，“厨余垃
圾”的投放口缓缓打开，刘大妈将垃
圾袋里的瓜果皮、菜叶子、剩饭倒入
投放口，然后将垃圾袋投入旁边的

“其他垃圾”投放口。
“我们社区推行垃圾分类一年半

了，起初很多老人和我一样，不知道
厨余垃圾怎么分，更不清楚垃圾袋不
能扔在厨余垃圾桶里，是街道举办的
宣传活动和垃圾分类指导员的指导，
让我们学会了正确的分类方法。”刘
大妈向记者传授了垃圾分类的小窍
门：“厨房里放两个垃圾桶，一个放
厨余垃圾，一个放其他垃圾，厨余垃
圾袋不要系上，倒的时候直接一扣，
方便还不容易弄脏手。”

垃圾分类指导员韩大妈上岗快1

年了，每天8个小时守在垃圾站旁，指
导居民垃圾分类。“大棒骨不算厨余垃
圾，要放到生活垃圾里，泡沫塑料是可
回收资源。”韩大妈说，经过长时间指
导，老人们基本能做到垃圾分类。

崇外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新怡
家园社区有居民1470户，目前垃圾分
类的参与率达到80%。在此基础上，小
区近期投放了智能垃圾分类箱，让大
家从“指导分”慢慢过渡到“自己分”。

现场，由智能垃圾分类箱和 3 色
垃圾桶组成的垃圾站干净整洁，不少
居民选择智能垃圾分类箱投放。“智
能垃圾分类箱方便快捷，居民参与积
极性较高。厨余垃圾每天能收集近
400 升，居民分拣的准确率达 70%以
上；可回收资源多为报纸、塑料瓶、衣
服等。”垃圾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分
好类的垃圾可按重量或数量积分，1
积分相当于1分钱，可兑换大米、手纸

等礼品。为鼓励分类，投入智能垃圾
箱的可回收资源价格高于市场价格。

“居民将分类垃圾投放后，不同种
类的垃圾将分别运往不同的地点进行
处理。厨余垃圾被运至指定点位用于
沤肥，其他垃圾被运至小区里的垃圾
楼，由环卫集团分类清运至相应的处
理厂进行处理。在此过程中，各类垃
圾的产生量及去向会实时上传至崇外
街道垃圾分类全过程监管平台上。”崇
外街道网格化服务管理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平台可以统计各小区产生
垃圾的数量、各类垃圾的数量、辖区内
各产生主体日常垃圾量等数据。

据了解，目前新怡家园社区参与
垃圾分类的多为老年人，为扩大参与
群体，崇外街道计划在暑期举办儿童
垃圾分类宣传活动，通过小手拉大手
的方式，带动中青年人参与垃圾分类。

记者 庄蕊

6月 21日，走进建国门街道大雅
宝社区的雅宝公寓，大门一侧的架子
上整齐摆放着不少绿色小桶，每个小
桶上都标有具体门牌号，这是社区为
每户居民发放的“户分桶”，专门用
来放置厨余垃圾。

据了解，专业垃圾回收人员会定
时清理这些“户分桶”，“户分桶”内
还装有智能积分卡，可根据居民放置
厨余垃圾的分量为居民换算积分。

记者看到在东门一侧放置“户分
桶”的架子上，不少居民的厨余垃圾
并未入桶，而是装袋堆在桶外。

公寓居民倪大爷拎着装好的厨
余垃圾，放到标有自己门牌号的“户
分桶”里，“老伴儿听了社区的宣传，
告诉我厨余垃圾一定要放到这个桶

里。这样挺方便的，有人帮我们清
理，我们也很支持。”他说：自己年纪
大了，有些垃圾不知道该怎么分，社
区要是能发放一些具体垃圾分类介
绍的手册就好了。

没过多久，记者看到一辆装有厨
余垃圾桶的小车开进小区，开始对

“户分桶”内的厨余垃圾进行回收。
负责回收的王师傅介绍，每间隔两个
小时，他就过来回收一趟。

他来到南门处“户分桶”架子前，
将架上桶外袋装的厨余垃圾称重后，
倒入车上的厨余垃圾桶内，然后将塑
料袋收集起来，单独投放。

“本来厨余垃圾可以直接装在桶
里，但大部分居民图方便，基本是用
塑料袋装好后再放在桶里。塑料袋

属于其他垃圾，不能投放到厨余垃圾
里，有些居民不知道，但我们回收时
一定会分开。”王师傅说道。

随后，他拿起专用仪器扫描“户
分桶”，为居民积分。在确认厨余垃
圾投放完毕后，他拿出抹布，将柜子
仔细擦拭干净。

在北门“户分桶”架前的地上堆了
大量厨余垃圾，天气炎热，散发出难闻
的气味。王师傅不厌其烦地将一个个
塑料袋内的厨余垃圾检查后投放。“有
时厨余垃圾袋里会混装一次性餐盒之
类的垃圾，也要挑出来单独投放。”王
师傅表示，不少居民已经有垃圾分类
意识了，但对细节还不够了解，容易混
装，如果居民意识能再强些，工作人员
投放时就更方便了。 记者 刘旭阳

6月21日上午，记者在东花市大街
2号院看到，小区设置了3个黑色的“其
他垃圾”桶和 1个绿色的“厨余垃圾”
桶。一旁的公示栏内显示，5月份这个
绿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是511公斤。

记者发现，该厨余垃圾桶容量是
120 升，高度大约 1 米。不过标明可
以扔进这个绿桶的垃圾种类却印在
箱体的最底部，大约在小腿的中部。
记者把腰弯到九十度仍未能看清那
黄豆大小的模糊字体，用手机拍照放
大后发现是“菜帮菜叶、剩菜剩饭、
瓜果皮核、废弃食物”，只有这些类

别的垃圾才能投入该厨余垃圾桶。
在垃圾桶旁的电线杆上，贴有

一张粉纸，上面有放大字号的提示
语：“易腐烂垃圾扔绿桶，其他垃圾
扔黑桶。”

按照负责该小区垃圾分类的天
天洁公司东花市垃圾分类项目负责
人马瑞的说法，这个就是“裸投”的
意思，扔厨余垃圾时，将厨余垃圾倒
进绿桶，包装袋扔进黑色的“其他垃
圾”桶。不过，记者在 20分钟里碰到
的 5 位居民无一例外都把装有厨余
垃圾的塑料袋直接扔进绿桶。

据马瑞介绍，现在每天早上他们
的工作人员会针对绿桶进行整理，如
发现有人没“裸投”，就会把袋子挑
出来。这些厨余垃圾会集中拉到收
集点，中午环卫集团的厨余垃圾车会
把这些垃圾称重后运走。目前，2 号
院每个厨余垃圾桶里差不多能挑出
十余个塑料袋。

社区卫生主任郑绘红对此表示
无奈：“虽然我们百分百入户过，社
区里的大小活动上也都进行过垃圾
分类的宣传，但居民习惯的养成不是
一天两天的事儿。” 记者 李冬梅

6月 18日下午，记者来到和平里
街道化工大院社区，一进大门，“可
回收物”“其他垃圾”“厨余垃圾”“有
害垃圾”四色分类垃圾桶整齐摆放在
道路内侧。

但走遍整个小区，记者发现每栋
居民楼前只配有1至2组“可回收物”

“其他垃圾”“厨余垃圾”三色垃圾桶。
在兴化东里 17 号楼前，一位居

民提着 1 袋垃圾走到“厨余垃圾”桶
前，他掀开桶盖将袋内的菜叶、瓜果
皮倒进垃圾桶，随后将塑料袋扔进

“其他垃圾”桶。
该居民告诉记者，此前，社区开

展过几次垃圾分类宣传讲座。他指
着垃圾桶上方的垃圾分类宣传展板

说：“这块展板上，哪种垃圾应该扔
到哪个垃圾桶里，都写得很清楚，一
目了然。”

在“厨余垃圾”垃圾桶上方，展板
上图文并茂地标出“厨余垃圾”的类
别：菜帮菜叶、剩菜剩饭、瓜皮果核
和废弃食物，图文很清晰。

展板上的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体
系建设情况公示表”显示，两家物业
公司负责分类收集小区生活垃圾，表
上还附有收集负责人的姓名、电话以
及后期的运输方式等。

一位物业工作人员说：“我们的
垃圾分类收集工作从清晨 7时开始，
每天上午分拣 3 次，下午分拣 2 次。
扔垃圾高峰时间集中在上午 7 时 30

分至 9 时 30 分，下午 4 时 30 分至 6 时
30 分，在高峰时我们还会增加分拣
次数，可即便如此，垃圾混扔问题依
然严重。”

记者查看兴化东里 17 号楼前的
分类垃圾桶发现，在其他垃圾桶里扔
着可回收垃圾矿泉水瓶和一个玻璃
酒瓶，在可回收垃圾桶内扔着许多本
该属于其他垃圾的食品盒。

居民司女士说：“社区组织开展
过好几次垃圾分类讲座，之前也给每
户发了不同颜色的分类垃圾袋。可
是真正能做到垃圾分类的居民还是
少数，大家在这方面的意识还是比较
低。我建议社区加大垃圾分类宣传
力度。” 记者 王慧雯

6 月 20 日下午，记者来到南
锣 鼓 巷 ，主 街 上 中 外 游 客 络 绎
不 绝 ，他 们 手 中 有 的 拿 着 网 红
小 吃 ，有 的 拿 着 喝 得 见 底 的 饮
料，不少游客顺手将饮料瓶、餐
盒 就 近 扔 进 一 个 垃 圾 桶 ，并 不
理会分类。

从主街南口走到北口，记者
发现主街上并无垃圾分类宣传牌
等。主街 20 个垃圾桶的放置点
中，有 17 处放置了“可回收物”和

“其他垃圾”两个垃圾桶，有 3 处
垃圾桶配备不全。在这 3 处中，
有 1 处放置了 2 个“可回收物”垃
圾桶，2 处仅放置了 1 个“其他垃
圾”桶。

当天下午 3 时 47 分，穿着印有
东旭物业字样工作服的工作人员缓
慢地骑着垃圾回收三轮车在主街上
由南向北收垃圾。每路过一个餐馆
他就会喊一句：“收垃圾了。”

当垃圾车行至“泰国椰蛋”餐
馆门前，店员表示有垃圾要收，工

作人员将垃圾车停下，走进餐馆推
出一个白色大桶，他将桶中的两个
纸箱压扁，放进垃圾车前方的编织
袋，随后将桶内的厨余垃圾倒进垃
圾车。将大桶还回餐馆后，工作人
员继续骑车前行。

当垃圾车行至一个垃圾桶点
位时，工作人员将车停下，首先把

“其他垃圾”箱的遮挡门打开，拉
出灰桶，把桶内垃圾一股脑倒进
垃圾车。随后，工作人员又打开

“可回收物”的遮挡门，拿出可乐
瓶，随后将桶内的垃圾全倒进垃
圾车。

记者看到，该工作人员将可回
收垃圾、其他垃圾以及厨余垃圾全
部倒入垃圾车内进行混装混运，并
无分类分拣和分运。

在记者询问下，该工作人员说：
“通常从主街南口到北口走一趟，垃
圾车就装满了。人多的时候，我一
天要收20次垃圾，工作量很大。”

记者 王慧雯

针对老年人年纪大，不知如何区分垃圾类别的问题，可设置专人指导分类。 ——第46位受访者

希望分类方式简单点，不要太麻烦。 ——第56位受访者 建立更加安全卫生且便捷的垃圾分类回收区域。 ——第71位受访者

居民垃圾分类意识普遍不强，而且家
中空间有限，无法放置多个垃圾桶，社区
应加大垃圾分类清运管理和宣传，提高居
民意识。 ——第42位受访者

现在垃圾分类处在初期，大家认识参差不齐，对做得好的应有些鼓励。 ——第92位受访者

厨余垃圾裸投脏手，希望多放一点能清洗的东西。 ——第99位受访者 希望在垃圾桶旁安装洗手池。
——第183位受访者

有人说，垃圾分类二十多年来没有太大的变化，其实源头就是家里，后
期分拣非常浪费人力物力。希望大家都从自己家开始实行分类，养成习惯
后就不觉得是个麻烦事儿了。

——天天洁公司东花市垃圾分类项目负责人马瑞

社区 景区

希望垃圾分类工作不是说说而已，垃圾混收混运是很大问题。要对社区
的保洁人员做好培训，提出工作要求，并督促检查。 ——第72位受访者

6月27日，建国
门街道外交部街33
号院里来了6位“新
朋友”——厨余垃圾
智能投放桶，并正式
投入使用。居民使
用智能垃圾桶进行
投放后，可进行积分
累积，兑换奖品。该
智能垃圾桶能够通
过人脸识别、指纹识
别及刷卡三种方式
进行投放，同时也能
够及时记录每个用
户参与垃圾分类的
频次和数量。

记者 刘旭阳
摄影报道

智能垃圾桶
“上岗”

声音

新怡家园，居民在投放厨余垃圾。 记者 庄蕊 摄

雅宝公寓北门放置架下堆有厨余垃圾。 记者 刘旭阳 摄

雅宝公寓，工作人员投放厨余垃圾前称重。

南锣主街，工作人员将“可回收物”桶内的垃圾倒进垃圾车。记者 王慧雯 摄

中石油大厦的垃圾“回收站”。 记者 李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