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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 22 个生活垃圾
分类街道

建制街道范围内实行垃圾分
类制度，“有害垃圾、可回收物、餐
厨垃圾、其他垃圾”四分类类别全
覆盖，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
运输、分类处置系统全覆盖。

至2019年底，成都市建成22
个生活垃圾分类街道，生活垃圾
分类“前分后混”难题得到有效破
解，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量不断
提升，在全市形成较好的示范引
领效应，为全市开展生活垃圾分
类奠定基础和提供探索。

各区（市）县选择1个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设施较为完备、收运责任
主体明确、运输车辆匹配、生活垃
圾处置尤其是餐厨垃圾资源化利

用能力较强、居民和单位生活垃圾
分类参与度较高的街道，成建制
整体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逐 步 推 行“ 定 点 定
时”投放

明确分类类别标准。制定发
布生活垃圾分类目录、投放指南、
操作规范，街道内居民小区按照

“有害垃圾、可回收物、餐厨垃圾、
其他垃圾”进行四分类，鼓励因地
制宜设置装修垃圾和大件垃圾临
时堆放点；党政机关、学校、医院，
军队单位，宾馆、饭店、超市、农贸
市场、商铺等相关企业及其他企
事业单位的办公和经营场所实行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三分类，有食堂或集中供餐的单

位，实行餐厨垃圾单独分类；道
路、广场、公园、公共绿地、公共交
通站点以及旅游、文化、体育、娱
乐、商业等公共场所实行“可回收
物、其他垃圾”两分类。

落实分类投放管理责任。居
民小区由业主委托物业服务机构
实施物业管理的，物业服务机构
为管理责任人，业委会自主管理
物业的，业委会为管理责任人，没
有委托物业服务机构，也没有成
立业委会的，居委会（村委会）为
管理责任人。

机关、企事业单位、军队单位
等的办公和生产场所，本单位为
管理责任人。宾馆、饭店、超市、
农贸市场等经营场所，经营管理
单位为管理责任人。道路、广场、
公园、公共绿地、旅游景区，机场、
客运站、公交场站以及文化、体
育、娱乐等公共建筑或公共场所，
管理单位为管理责任人。仍不能
确定管理责任人的，街道办事处
为管理责任人。

更新改造居住区分类收集设
施设备。更新改造现有居住区垃
圾分类投放点的垃圾房、垃圾收
集站点、垃圾收集容器等，将垃圾
分类收集设施设备作为老旧小区
改造内容。

更新改造单位分类收集设施
设备。更新改造现有垃圾分类投
放点的垃圾房、垃圾收集站点、垃

圾收集容器等。
在居民小区逐步推行“定点

定时”投放。逐步把居住区垃圾
桶从楼道、楼组内撤除，设置生活
垃圾分类固定收集站点，固定收
集站点应防渗、加顶，标识清晰，
配有洗手池。

严格实行分类运输
落实责任区内分类转运责

任。切实落实居住区分类投放管
理责任人职责，街道办事处负责确
定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作业单位与
居住区分类收集后的对接方式。

配足四分类运输车辆。实施
片区化整体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
建制街道，要按照片区内生活垃
圾的产生量，安排适当的四分类
运输车辆，合理确定收运频次、收
运时间和运输线路，实行分类运
输的车辆做到标识张贴（喷涂）到
位、标准规范。

加大运输环节监管力度。区
（市）县城市管理部门或街道在采
购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时，应当
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置
的内容、要求、标准作为服务合同
的组成部分，按照“谁招标、谁监
管”原则，落实对环卫收运作业的
日常收运监管。

健全分类中转贮存设施。建
制街道餐厨垃圾实行密闭单独运
输，不得混入其他垃圾混合运输。

12月，一批食品药品领域法
律法规开始施行，捍卫你我生命
健康。此外，携号转网管理规定
保障用户“转网自由”、生活垃圾
类别调整为4大类……不断完善
的法制，让你我生活更安心。

疫苗管理法
惩罚力度史上最严

疫苗管理法自2019年12月1
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对疫苗管
理进行的专门立法，将对疫苗实
行最严格的管理制度。疫苗管
理法明确，疫苗犯罪行为依法从
重追究刑事责任；对违法生产销
售假劣疫苗，违反生产、储存、运
输相关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等情
形的，设置了比一般药品更高的
处罚，如生产、销售的疫苗属于
假药的，最高罚款从相应货值金
额30倍增加至50倍，属于劣药
的，最高罚款从20倍增加至30
倍。落实“处罚到人”要求，依法
实行罚款、行政拘留、从业禁止
直至终身禁业等。

食品安全“处罚到人”
最高可罚年收入 10倍罚款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实施
条例自12月 1日正式实施，各种
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将迎来
最严厉的监管。《条例》明确，禁
止利用会议、讲座、健康咨询等
方式对食品进行虚假宣传，非保
健食品不得声称具有保健作用，
不得发布未依法取得资质认定
的食品检验机构出具的食品检
验信息。条例强化对违法违规
行为的惩罚，如增设“处罚到人”

制度、最高可处法定代表人及相
关责任人年收入10倍罚款。

恶意注册商标
可处以违法所得三倍罚款

《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若
干规定》将于12月1日起施行，严
厉惩治恶意商标申请注册行为和
违法代理行为。规章对恶意商标
申请人设置了处以违法所得三
倍、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对
帮助从事恶意申请的商标代理机
构处以最高十万元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停止其受理业务。

新版药品管理法
允许网售处方药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自
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总则中
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研究和创制
新药，增加和完善了10多个条款，
增加了多项制度举措，包括专设
第三章“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对持有人的条件、权利、义务、责
任等做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

该法还为网售处方药确立
了“线上线下要一致”的主要原
则，法律规定网售处方药主体必
须为取得许可证的实体企业，并
授权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会同国务院健康卫生主管部门
等部门具体制定办法进行监督。

新版《健康保险管理办法》
医疗意外险被纳入健康保险类别

《健康保险管理办法》自
2019年 12月 1日起正式施行，首
次将医疗意外险加入到健康保

险中，同时明确长期医疗保险可
以进行费率调整。《办法》明确，
保险公司销售健康保险产品，不
得非法搜集、获取被保险人除家
族遗传病史之外的遗传信息、基
因检测资料，不得夸大保险保障
范围，不得隐瞒责任免除。

携号转网
不得干涉用户自主选择

《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
将于12月1日起施行，《移动电话
用户号码携带试验管理办法》将
同时废止。规定明确，电信业务
经营者应当为用户提供便捷的
携号转网服务，不得有妨碍服
务、干扰用户选择、阻挠携转、降
低通信服务质量、比较宣传、虚
假宣传等九类违规行为。

根据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
应当将携号转入用户视同为本
网新入网用户，严格落实电话用
户实名登记有关规定，并确保携
号转入用户在同等条件下享有
同等权利。电信业务经营者应

当通过适当方式明确告知用户
办理携号转网服务可能面临的
风险和损失，并获得用户确认。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实施新国标

新版《生活垃圾分类标志》于
12月1日起实施。与2008版标准
相比，本次修订将生活垃圾类别
调整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
垃圾及其他垃圾4个大类和纸类、
塑料、金属等11个小类，同时调整
了对应的图形符号。

高铁票价优化
最大折扣幅度 5.5 折

今年11月，包括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公司、成都局集团公
司、兰州局集团公司、广州局集
团公司、南宁局集团公司等，均
发布消息称，自12月1日起，对所
属高铁动车组列车执行票价优
化调整。最大折扣幅度5.5折，总
体上是有升有降。

（据新华社 人民日报）

早报讯（记者 赵霞）11月 29
日，成都市青羊区心连心关爱服
务中心牵手南新社区，共同打造
首届商圈联盟展销活动，以“为居
民带来实惠便利”为目的，共邀请
下去商圈联盟 50 余家企业参
与。在这里，每个家庭必备的油
盐酱醋等调味料，米面粮油等食
材，锅碗瓢盆等用具，还有各种家
用电器都是一应俱全，居民在这
里也都能以实惠的价格带回家。

现场有居民免费体验区，针
灸、按摩、血糖血脂检测等服务
齐备，更有文化课、艺术培训类
的现场指导，累计服务近万人
次。南新社区党委书记魏尤年
表示，通过举办商家展销，使居
民了解辖区企业，助力企业发
展，形成常态化的商居良性互动
的格局。

早报讯（记者 赵霞）11月 30
日，成华区二仙桥街道西北路社
区开展2019“暖冬行、爱传递，有
你更精彩”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暨优秀志愿者表彰活动。

现场对50名优秀志愿者、5
支优秀志愿者队伍进行了表
彰。其中更有全年参与志愿服
务达400余小时的代表，他们在
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为大家服
务。“我们把对志愿者的表彰放
到了这样大型的集体活动中来，
既是对他们默默付出的感谢，更
是对他们工作的肯定，希望更多
居民参与进来，热心社区、院落
身边事，做个有人心，和谐美好
社会靠大家的努力。”社区党委
书记廖永群介绍，接下来还要继
续加强对志愿者及队伍的招募
和管理培训，还要进行多次暖冬
送温暖活动，延续这份关爱。

成都年底将建22个生活垃圾分类街道
逐步把居住区垃圾桶从楼道、楼组内撤除

■天府早报记者 冯浕

近日，由成都市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办，成都市城市管理

委员会、成都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服务中心承办的“垃

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参

与垃圾分类 共绘美丽成都”

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宣传活

动在成华区金笛幼儿园开

展。按照成都市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

印发的《2019年以街道为单

位成建制整体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方案》，2019年底，

成都市22个区（市）县将各

确定1个建制街道片区整体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本

次活动的举办地二仙桥街道

作为成华区确定的成建制整

体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街

道，正按照全市统一部署，积

极推进该项工作。

本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
高铁票价最大折扣额度5.5折

南新社区办展销实惠居民

西北路社区表彰优秀志愿者

（图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