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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能 扫 码
丢垃圾“玩”出新花样

走进位于文家场的该小区，就
看到这台智能化垃圾箱被放置在
小区的一角。天府早报记者了解
到，这款智能分类垃圾箱一改以往
只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种
简单分类方式，而将其细化到用四
种颜色表示的四类垃圾。绿色代
表餐厨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
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灰色代表其
他垃圾。其中，蓝色的垃圾分类箱
下又细化玻璃、金属、塑料、织物、
纸类等五类可回收垃圾。

据街道环卫公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他们每个月都会向居民发放
环保垃圾分类袋和二维码，居民如
果使用完，可以随时到物管处领
取。居民在家里做好垃圾分类，将
垃圾打包后张贴二维码，再按照垃
圾的类别进行分类投放。

不仅如此，小区物管还开展了
垃圾分类积分和荣誉榜，积分可以
兑换一些日用品，也可以直接兑换
现金。小区居民王中贵说：“我现
在已经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了，连
我家4岁的小孙女都晓得垃圾不
能随便丢，一定要分类。”

堆 肥 处 理
厨余垃圾变废为宝

在王家塘街9号院里，垃圾除

了按照类别放到不同的垃圾桶中，
日常生活里的厨余垃圾通过就地
资源化处理，还变废为宝，成为了
院落里绿化带的天然的肥料。

这事缘起于今年4月，作为院
委会负责人曾幼萍参加了八宝街
社区组织的去堆肥试点小区王家
塘街12号院参访学习的活动。曾
阿姨告诉记者，凭借着自己学到
的一些知识，她和几位热心居民
在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开始了垃圾分类和厨余堆肥的尝
试。堆肥工作开始之前，曾阿姨
他们不仅对住户进行垃圾分类的
宣传、收集大家的意见，还购置了
多个垃圾桶送到愿意进行垃圾分
类的住户家中。

目前，在曾阿姨和热心居民的
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到了
垃圾分类厨余堆肥这件事中，厨余
垃圾也有专人轮班打理。从8月
份开始到现在，院落共解决了厨余
垃圾将近50kg，并且已经完成家

庭垃圾干湿分类和餐前厨余垃圾
堆肥，一个垃圾分类示范小区悄然
诞生。

分 类 运 输
解决“前分后混”问题

青羊区城管局环保科负责垃
圾分类的工作人员陈志介绍，对
于引导居民们进行垃圾分类，除
了多次开展入户宣传，讲解垃圾
分类的知识以外，他们还会设立
专门的引导员，帮助居民正确地
投放生活垃圾。此外，校园也是
宣传的重点目标。

那么市民们分类后丢弃的垃
圾又将进行怎么处理呢？以往的

“前分后混”一直是推进垃圾分类
的一个难点。如今采用分类运输
模式，不同的垃圾由不同的“专车”
运输到下一个地点进行处理或回
收利用，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早报讯（记者 王亚楠）12月5
日晚，由武侯区文体旅游局主办，
武侯区文化馆承办的“魅力天府·
悦动武侯”——2018年武侯区纪念
改革开放40周年暨首届市民文化
艺术节展演晚会，在武侯梦想剧场
举行。来自全区13个街道300余
名群众观看了此次演出。

武侯区文化馆馆办团队武侯交
响乐团、武侯合唱团共同演绎的《红
旗颂》、《龙的传人》作为晚会的开场
表演，气势磅礴、情感热烈。二胡伴
唱《红河谷》、舞蹈瑜伽《繁花》、四川
清音《赶花会》、古筝演奏《丰收锣
鼓》、原创舞蹈《戏迷》等节目精彩纷
呈，演出高潮不断。值得注意的是，
由武侯区文化馆声乐业务干部带来
的歌曲《凉凉》获得群众一致好评，
充分体现出武侯区文化馆业务干部
在专业方面的引领作用。

此外，演出现场还设有剪纸、
棕编、蜀绣、面塑4个宣传展架及
传统手工艺展示摊位，邀请到国家
级、省级非遗传承人亲临现场与观
众进行近距离的交流互动，让大家
充分体验到非遗艺术的独特魅力。

本场晚会是市民文化艺术学
校培训成果的集中展示，也为丰富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武侯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传承起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

将垃圾打包后张贴二维码，再分类投入智能投放系统

丢垃圾这件小事 也可以“科技范儿”
■ 天府早报记者 赵霞
实习生 刘宇

今年 4月，成都市
政府办公厅印发《成
都市生活垃圾分类实
施方案》，并在全市各
个区内开始实行。近
日，首台智能化垃圾
分类投放系统装置正
式在青羊区文家街道
某小区亮相并投入使
用。这个由 10 个绿
色、红色、蓝色、灰色
的柜子组成的垃圾分
类箱，将丢垃圾这一
件日常小事变得“科
技范儿”起来。

“魅力天府·悦动武侯”
首届市民文化艺术节举行

据了解，全市喷涂
（粘贴）生活垃圾分类
运输车辆标志的车辆
共计1462辆，其中：其
他 垃 圾 运 输 车 1213
辆 ，餐 厨 垃 圾 运 输 车
166辆，有害垃圾运输
车 31 辆，可回收物运
输车52辆。市内还建
立了4229人的专兼职
分类收运员队伍，协助
垃圾分类工作更彻底、
高效的完成。

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