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痛点1：

回收不分类
相当于回到原点
作为奥北环保CEO，汪剑超

于2017年开始从事垃圾分类，并
在成都共设立了265个点位。

在近两年的垃圾分类尝试和
推广中，他有自己的感悟，譬如有
的市民尝试垃圾分类，但之后却
发现，“不管扔在哪个分类的垃圾
桶里，最后垃圾车都混装在一起
运走的。”汪剑超说，这也极大打
击了市民对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让市民对垃圾回收行业产生了一
定误解。

不仅垃圾前端的分类十分重
要，需专业机构认真梳理，后续还
应保证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执行分
类处理。

“若要整个垃圾分类进入常
态化，还需要一个长效机制来监
督执行，包括后续垃圾车数量的
多少，是否成为标配、路线等，都
应该纳入相关的政策法规中。”汪
剑超建议。

而谈及近日垃圾分类被全民
热议，汪剑超却显得异常冷静，他
认为虽然这段时间热议众多，但
不代表垃圾分类已经是风口了。

“从长远来看，当垃圾分类时代到
来，后续环节也应该跟上，包括在
小区等地的垃圾桶摆放，物业人
员的管理等，下游厂家相应的处
理能力和规范等，都应配套升
级。”

而整个行业发展要考虑到项
目的长期性，就得回归垃圾分类
的本身，提高运营管理能力，让更
多人加入到垃圾回收中来。

痛点2：

垃圾回收站选择
政策不太明朗

在2017年，成都市开始试点
楼宇垃圾分类。废宝科技的任强
是最早参与者，而他进入垃圾回
收行业已经有近10年时间。

“成都现在已经有线上的垃
圾回收平台，市民通过公众号预
约，就可预约从业人员上门回
收。不过覆盖面不是很大，几十
万户家庭。”任强认为，从垃圾分
类到垃圾回收的过程中，社区的
垃圾回收站点建设非常重要。

根据规划，成都到2020年，每
个社区至少设置一个再生资源回
收站，实现生活垃圾中可回收利
用率达到29%以上。

但在实际操作中，难度不
小。“落地很困难，目前，我们只建
立了六七个，还主要集中在三环以
外。”任强分析说，一方面在居民楼
下建立站点，部分市民接受度不太
高：另一方面相关政策对回收站点
的选址落地政策不太明朗。

不过任强认为，在全产业逐
步升级过程中，也会创造出很多
商业机会，包括前端垃圾收集分
类，下游的垃圾处理、再生技术，
都会因为垃圾而产生新的就业机
会。

痛点3：

风口潮起潮落
切忌一味追求变现
“成都在湿垃圾处理上也有

试水，一个处理器主要用于食物
垃圾的粉碎处理，安装于厨房水
槽下方，与排水管相连，市民按一
下，便可快速处理家庭里面的湿
垃圾。”魔法超人创始人刘宗奇
说，家庭的湿垃圾产量大，对环境
影响也最大。

如何帮助垃圾回收从业者更
加体面一点？在刘宗奇看来：把
垃圾变得不那么臭不那么脏算是
一个目标。

垃圾分类的呼吁和尝试，推行
多年，但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居民的垃圾回收意识不强，这需要
市民、政府部门、企业等合力协同。

垃圾分类热的风口，潮起会
潮落。尤其是企业要注重给用户
创造价值，“如果我们创造的价值
不大，亦或一味依靠政府支持，那
么企业很难长久。我们需要更多
地沉下来，钻研技术，而不是一味
地追求快速商业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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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神山村“返乡创业
第一人”彭青良：

25年去又回
家乡巨变带他走上
致富“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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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清华为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员干部讲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

在坚持和完善根本政治制度中
锤炼理想信念检验初心使命

杜宇新张百如出席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记者4日从商务部获悉，
目前，中方正在按既定节奏，履行“不可靠实体清单制
度”相关程序。有关规定将于近期公布。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当日举行的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

“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是中方针对不遵守市场
规则、背离契约精神、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企业实

施封锁或断供等实体行为建立的。商务部曾明确表
示，对于遵守中方法律法规、遵守市场规则、遵守契约
精神的企业，完全不必担心。

高峰还说，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峰会发布会上称，美方将允许美国企业向华为公司
出售产品。他表示，中方希望美方能够落实这一承诺，
并尽快停止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

中方正在按既定节奏
履行“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相关程序

6月25日，《成都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草案）》对外发布。

6月28日，住建部明确将成都
列为全国46个垃圾分类的试点城
市之一，这意味着成都也将加快
垃圾分类的步伐。

而目前在成都从事垃圾分类
的从业者，在他们眼中推行垃圾
分类又要直面哪些痛点？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
者 张守帅）7月4日上午，省人大
常委会机关举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学习交流暨专题
党课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彭清华出席，并为党员干
部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中

央和省委主题教育各项部署要
求，准确把握新时代人大工作新
思路新任务新要求，在坚持和完
善根本政治制度中锤炼理想信
念、检验初心使命。

中央第十指导组组长杜宇新、
副组长张百如出席会议。

会上，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员
干部踊跃发言，围绕主题教育总要
求和目标任务，紧密联系自身思
想、工作、作风实际，交流学习体

会。彭清华认真听取发言，对省人
大常委会和机关主题教育开展情况
给予肯定。

彭清华在专题党课中指出，在
建党98周年前夕，中央政治局就

“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举
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
要讲话，为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提供
了根本遵循，也为全党上了一堂触
及灵魂的深刻党课，我们要认真学
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彭清华强调，要牢记初心使
命，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
脑，筑牢信仰之基。守初心、担使
命必须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必须旗
帜鲜明讲政治，必须树牢人民至上
的价值取向，必须大力弘扬从严从
实的优良作风，必须始终保持永不
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要按照中央“四个对照”
要求，紧密结合省人大常委会及机
关实际进行认真检视，以自我革命

精神查实找准存在的突出问题。
要以严实作风抓好问题整改、提升
人大工作水平，重点在学懂弄通做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重要思想上持续用力，在提高地方
立法工作水平上狠下功夫，在改进
和加强人大监督工作上求实创新，
在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上增强实
效。要着力加强“四讲四有”人大

机关建设，保持奋斗精神，增强团
结意识，发扬严实作风，带头作出
表率，推动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
向全省人民交出一份践行初心使
命的合格答卷。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新初主
持会议。中央第十指导组部分成
员，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省
委主题教育第三巡回指导组成员，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处级以上党员干
部参加会议。

按照成都市城管部门的标
准，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餐厨
垃圾、其他垃圾和有害垃圾，标
准清晰，不像上海的分类标准
那样令人头疼。

4日上午，记者驾车来到成
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这一
片区的15个居民住宅小区，都
已经落地实行了垃圾分类。

记者在大成郡西区小区看
到，小区有多个垃圾分类点，专
门搭建了雨棚，里面放有四个
垃圾箱，分别标明为可回收垃
圾、餐厨垃圾、其他垃圾和有害
垃圾。

在雨棚的墙上，还贴有不少
宣传标语，宣传垃圾分类的好
处，以及各种垃圾分类的标准。

负责这一片区垃圾分类的
成都亿考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介绍，和上海较为复杂
的垃圾分类标准不一样，成都
市结合自身情况，将垃圾统一
分成了四类，标准非常清晰。
比如厨房里的就是餐厨垃圾，
电池灯泡就属于有害垃圾，纸
箱废旧电器就属于可回收垃
圾，没有上海实行的“干垃圾和
湿垃圾”。

设备到位了
意识没到位

自上海严格执行垃圾分类后，全网网友炸开了锅，什么是干
垃圾？什么是湿垃圾？居民们搞不清楚，网友也是一头雾水。

近日，成都也传出风声将实行垃圾分类，这可把不少成都人
“吓得不轻”。“啥子其他垃圾，啥子有害垃圾，根本搞不懂，而且
工作那么忙，谁有心思去分那么清楚嘛。”一位成都网友在微博
上这样评论道。

7月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访了成都市双流
区、成华区多个小区，发现垃圾分类早已在成都落地多时，不过，
由于居民垃圾分类意识不强，垃圾分类点的利用率并不高。过
去半年，双流西航港街道15个试点小区的可回收垃圾，仅仅才
100吨。

成都被列为全国46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

垃圾分类
需直面这些痛点

在大成郡西区小区的垃圾
分类点前，记者现场观察了二
十分钟，只有少数居民能够把
垃圾分开丢弃，多数居民仍是
囫囵吞枣，不做分类一起丢在
垃圾箱中。

“西航港片区的15个小区，
从去年11月开始施行垃圾分类，
虽然设备到位了，但因为居民垃
圾分类的意识不强，所以实际利
用率较低。”工作人员说，为了
推动居民们分类丢放，公司也
时常在小区进行普及宣传。

据他介绍，按照城管部门
的标准，每150户居民便要设
置一个可回收垃圾箱、一个餐
厨垃圾箱和一个其他垃圾箱，

而每400户居民，就要配备一
个有害垃圾箱。

而在垃圾分类后，可回收
垃圾由该公司进行回收，其余
垃圾由城管部门负责带走处
理，“从开年以来到7月，半年时
间，15个小区回收的可利用垃
圾一共100吨。”

不仅是西航港片区，在成
华区建设路多个小区内，垃圾
分类设施虽然已经安装到位，
但实际利用率并不高。

当然，目前在成都对于垃
圾分类只是提倡性，而不是强
制性，未来关于垃圾分类的政
策，还尚未可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智

成都多个小区垃圾分类试点半年，记者调查发现

垃圾分四类
雨棚里设四个垃圾箱

施行已半年
但垃圾利用率较低

成都
拟实行管理责任人制度

根据《成都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草案）》，成都生活垃圾分类的
投放拟实行管理责任人制度，明确
了其六项义务，其中就包括“及时
制止对已分类的生活垃圾进行混
合的行为”。草案中，生活垃圾被
分为了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餐厨垃圾、其他垃圾，条例草案对
分类投放也做出了明确的要求。

日本
分类是基本“生存技能”

在号称垃圾分类标准“最严
格”的日本，垃圾分类回收实行多
年，已成为人们的基本“生存技
能”。日本各地垃圾分类回收大同
小异，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定时
定点，二是大件垃圾等需要预约且
付费，三是罚则严厉。如果乱丢垃
圾，可能面临高额罚款甚至坐牢。

以东京都涩谷区为例，要区
分垃圾属于哪类，首先需要对照
垃圾分类图表。图表除了日语版
本，还有中、英、韩3个语种版本，
可在区政府领取，也可在政府网
站查询。

在日本，垃圾一般不是集中
堆放而是分散堆放路边，大多数
情况下日本人家门口都没有垃圾
桶，而是用蓝色网将垃圾罩起来
以防止乌鸦啄食等。到时间垃圾
回收车就会沿街逐一回收垃圾。

如果垃圾回收人员发现垃圾
分类得不合理或者投放的时间不
对，可不予回收，或者贴上一张有
关分类方法的提示单，提醒业主正
确分类垃圾。情节严重的“不法投
弃”则可能被通知警方出面处理。

成都将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餐厨垃圾、其他垃圾和有害垃圾，标准清晰。

居民小区里的垃圾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