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废旧的陶器：其他垃圾

▼ 粽子馅儿：厨余垃圾

▼ 粽子叶：其他垃圾

▼ 贝壳：其他垃圾

▼ 花生壳：厨余垃圾

▼ 纸尿裤：其他垃圾

▼ 咖啡渣：厨余垃圾

▼ 污染的卫生纸：其他垃圾

▼ 干净的卫生纸：其他垃圾

▼ 内衣裤：其他垃圾

▼ 榴莲壳：其他垃圾

▼ 榴莲肉：厨余垃圾

▼ 小龙虾壳：厨余垃圾

▼ 豆腐猫砂：其他垃圾

▼ 普通猫砂：其他垃圾

▼ 过期的面膜：其他垃圾

▼ 指甲油：有害垃圾（过期 不过期都是

有害垃圾）

▼ 橡皮泥：其他垃圾

▼ 湿纸巾：其他垃圾

▼ 胶带：其他垃圾

▼ 废胶片/相纸：有害垃圾

垃圾分类已经渐渐渗透至大家的生

活，但是，有一些垃圾到底该怎么投，居

民表示很疑惑。记者收集了近期居民反

映比较集中的问题，咨询了天津投对科

技有限公司，其工作人员进行了解答。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根据《天津市生活垃

圾分类指南》，目前天津的生活垃圾分为

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

垃圾，具体为：

这些垃圾这么投

走进濒开里菜市场，感觉这里更像

一个农商超市，通道宽敞整洁，电子大屏

滚动着各类蔬菜、禽蛋肉类的指导价格

及农残检测结果等。“目前我们在市场中

的 6 处地方设置了厨余垃圾、可回收垃

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4 个类别垃圾

桶。每天固定时间，保洁员都会将垃圾

分类清运。从去年设置到现在，我们还

对经营商户进行了多次培训，持续将垃

圾分类、可循环利用的知识逐步普及，加

强各商户的环保意识。”濒开里菜市场相

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了解到，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目

前无论是商户，还是消费者，垃圾分类的意

识逐步增强了。“现在商户们普遍都会将垃

圾分类。在大家努力下，垃圾分类后也给

市场环境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上述负责人

告诉记者，商户们都觉得，环境清爽了，生

意也更好了。 记者 赵贤钰

专家意见

如今，垃圾分类已成为全民热议的

话题，2018年，滨海新区便已开始垃圾分

类试点工作。如何进一步提高准确率，

调动居民积极性，日前，记者采访了天津

市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天津市人民

政府决策咨询专家李文增，他建议，加强

政府顶层设计和政策推动，充分发挥《天

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法律效力，推进

垃圾分类。

李文增说，要想提高前端的投放率

和垃圾分类的准确率，可考虑在设置分

类垃圾桶的前提下，借鉴目前先进城市

的经验，推行定时定点投放制度，设置

专人在现场进行指导，以提高准确率。

如果在非投放时间、地点随意投放，则

可引用《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中

关于乱扔垃圾的规定，由相关部门处以

罚款。而定时定点投放，还可在一定程

度上避免拾荒人员翻拣垃圾箱造成的

二次污染。对于拾荒人员造成的杂物

堆积形成潜在的消防安全隐患问题，他

认为，可加强管理，规定限时清除，对违

反者同样可以根据《天津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对在居

民区内的道路、楼道等公用部位堆放物

品的，处以一定罚款，并责令清除；拒不

清除的，强制清除，费用由违法责任人

承担。滨海新区可加强制度设计，推行

精细化管理，综合衡量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党员进

社区”等工作，由培训后的志愿者提供

垃圾分类投放指导，也可采用市场化模

式委托第三方进行。

对于厨余垃圾的后端处理，李文增

则建议，除了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引

入市场竞争外，还可探索建立城市管理

与农业农村管理等职能部门间的协同机

制，探索厨余垃圾引进生态农业用于堆

肥的做法等。对于可回收垃圾的资源收

集，也可探索政府提出标准并进行补贴、

市场化运作的模式。

他还建议，除垃圾分类外，更需从源

头上进行垃圾减量，可在条件成熟时，以

家庭为单位，举办垃圾减量评比，以更好

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

记者 陈西艳

加强政府顶层设计和政策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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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滨海新区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工作正式启动。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
利，建设了垃圾分类示范小区，正不断完
善各类垃圾的收运处置渠道，垃圾分类
示范小区的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
圾均将分别由对应的专车运输至专业机
构进行回收处置，其他垃圾则将最后运
送至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处理等。

滨海新区垃圾分类工作有什么亮
点？居民有什么疑惑？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以及中新天津生
态城、天津开发区等地单位或个人。

垃圾分类

郑女士 2016 年搬家到了生态城。来

生态城居住后，她就按照生态城垃圾分类

标准，在家里就严格把生活垃圾按照厨余

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它垃圾进

行分类。“居住在生态城，垃圾可不能乱扔，

大家都有这样的环保意识。”郑女士说，在

生态城，蓝色的垃圾桶是可回收垃圾桶，绿

色的是厨余垃圾桶，灰色的则是其他垃圾

桶。每三种颜色垃圾桶就会组成一个垃圾

桶站，桶站还设置分类宣传栏，指导刚接触

垃圾分类的居民如何正确投放。除了家里

日常产生的厨余垃圾、其它垃圾、有害垃

圾，居民们还可以将可回收垃圾送到小区

内的垃圾智能分类回收平台。该平台不仅

可回收日常生活类的瓶瓶罐罐、纸盒等可

回收垃圾，还将“大件垃圾”“电子类垃圾”

等不同垃圾纳入回收范围，不同类别的垃

圾投放也会产生相应的积分。在积分累积

到一定数量后，可以到积分兑换店进行消

费，换取等额产品。各种可回收垃圾由专

业资质处理公司进行合法、合理处置，实现

资源最大化循环利用，以减少废弃物对环

境的二次污染。

为了更加方便居民垃圾分类，生态城

还推出了垃圾分类 App，通过手机就可以

进行垃圾分类，体验垃圾分类投放、大件垃

圾预约、查询回收终端、参与公益活动等功

能，让生活更加智能、环保。

“生态城积极鼓励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居民们也从最开始时的不习惯到现在参与

度越来越高，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他们的日

常习惯。”据生态城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根据可回收垃圾分类平台显

示，生态城已有 1.3 万人参与到垃圾分类

中，覆盖了28个小区和6个公建单位，基本

实现了生态城智能垃圾分类的全覆盖。生

态城还将在区域中小学、幼儿园之中全面

推广垃圾分类，实现“小手拉大手”，让垃圾

分类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未来，生态城还将深入学习上海、深圳

等地区推进垃圾分类的经验，发挥生态城

先行先试政策优势，探索制定不分类不收

运的强制垃圾分类措施，让垃圾分类在区

域内真正实现落地生根。 记者 王梓

家住悦蓝东轩小区的居民朱崇远一家

是垃圾分类的积极践行者。平日每天做完

饭，朱崇远都会将厨余垃圾装进专用的垃

圾袋，贴上自家专属二维码，投进楼门口黄

色的厨余垃圾桶里。记者在悦蓝东轩小区

看到，厨余垃圾桶位于每个楼道口，比常规

垃圾桶矮一些，黄色的盖子更容易区分。

在小区西门进口处，则摆放着“有害垃圾”

和“可回收垃圾”两个垃圾桶。分门别类投

放垃圾，在该小区已经成为居民生活习惯。

朱崇远告诉记者，他记得最初进行的

垃圾分类管理比较笼统，垃圾桶和袋子都

比较小，实用性不是很强，分类不是很彻

底。后来，小区通过“投对啦”项目进行垃

圾分类，开始使用专用垃圾桶。通过垃圾

分类，还可以兑换积分，以积分兑换礼品。

在朱崇远看来，积分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

的是通过垃圾分类减少了环境污染。

福瑞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崔颜

杰告诉记者，2013 年垃圾分类项目启动，

当时还没有形成全民参与的意识，所以居

民并不是很认可。于是从物业到社区，大

家通过每一次的宣讲、督导、活动慢慢渗

透。其间有过困难，比如最初人工分拣垃

圾产生异味很大，后期经过不断改造设备、

封闭清理、及时跟进，逐渐消除了异味顾

虑。如今，居民对垃圾分类项目的认可度

在提高，参与度也越来越高。“今年3月我

们与林成（天津）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合

作实行‘投对啦’项目，让垃圾分类进入了

一个全新模式。”崔颜杰介绍，垃圾袋和二

维码可以从项目处领取。黄色的厨余垃圾

袋上面专门设计了“贴码处”。“领垃圾袋、

贴二维码、投放到厨余垃圾桶，这是居民需

要做的三部曲。随后，小小的二维码就要

起作用了。”崔颜杰告诉记者，“投对啦”项

目组会根据垃圾袋上的二维码识别业主身

份，并对袋内垃圾进行检测。后台有一整

套的系统，测评厨余垃圾袋里面的杂质含

量，根据里面的杂质（非厨余垃圾）给予居

民相应积分，而对于分类不准确的用户则

加以宣导。此外，小区有蓝色的可回收物

垃圾箱，居民可以投放可回收垃圾，或者放

置于项目发放的“回收物袋”内。小区还有

红色的有害垃圾回收箱，让居民家中的废

电池等生活中常见的有害垃圾都有了合理

去处。这些有害垃圾将统一交给专业的危

废处理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理。“随着参与度

和认可度的提高，这套体系会越来越精细

化、标准化，也会更加严格，帮助居民正确

分类。而且正确的分类可以换积分，积分

可以换礼品或生活用品。”崔颜杰说。

今年泰达街启动了生活垃圾分类

“HOME”家园行动。通过搭建“三个平

台”、打造“三支队伍”、创建“N个样板”，打

造“1+3+3+N”生活垃圾分类模式。“三个

平台”包括再生资源回收公共服务平台、公

众参与平台、社会资源合作发展平台。通

过资源类垃圾线上线下专业化回收处理渠

道，推动“垃圾分类”+“资源回收”。打造

“社工+志愿者+单位（物业）督导员”为骨

干的垃圾分类推广先锋队。创建“N”个生

活垃圾分类示范样板。根据福瑞社区 11

个小区实际情况进行“撤桶并点”，投放标

准化垃圾分类容器，通过完善的分类投放

设施引导居民正确分类与投放。

作为垃圾分类试点的福瑞社区，在

《2019年滨海新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

方案》正式出台后，将继续深入推进垃圾不

落地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今后精品小区

将设置规范的垃圾分类容器和分类标识，

建立运行基础台账，计划每个小区招募 1

名垃圾分类督导员。定期给居民们宣传、

培训、指导正确的垃圾分类。 记者 许卉

相关知识

中新天津生态城 实现智能垃圾分类全覆盖

泰达街福瑞社区 智能分拣积分兑换 垃圾分类精细化

农贸市场 垃圾逐步减量化资源化 市场更加整齐有序

新区进行时

收到快递后怎么扔垃圾？
快递包装可分为箱盒式包装和袋式

包装两种。纸板箱、泡沫填充物，在撕掉

胶带后，是可回收垃圾，盒内的白色气泡

袋、气泡枕、气泡膜，属于其他垃圾。黑

灰色的薄型快递袋属于其他垃圾。

吃完的外卖怎么投？
首先应把剩菜剩饭投放到厨余垃

圾里，餐盒因为已经被污染就投放到其

他垃圾。

无论粪便是人的还是宠物的，都不

属于生活垃圾，要通过特定的收集体系

（抽水马桶、粪池）来处理。建议“铲屎

官”们把宠物粪便收集好带回家，冲进抽

水马桶。而收集粪便用到的报纸、塑料

袋、塑胶手套等，请扔到其他垃圾桶。

记者 陈西艳

宠物粪便到底怎么处理？

扫码看视频

工作人员指导居民分类投放垃圾

工作人员在发放垃圾分类投放知识宣传单

分类投放垃圾已成为小朋友日常习惯工作人员在讲解垃圾收集站使用方法

本版图片
记者 贾成龙 何沛霖

对于一座城市的生态可持续发展来说，垃圾分类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作

为生态城市发展的典范，中新天津生态城已经在全国率先施行了垃圾分类处

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更早地体会到了垃圾分类所带来的环境效益。据了

解，生态城将垃圾分类设置配置写入生态城建设项目修详规，并作为配套验收

重要项目。目前，生态城建成小区和公建单位均已配置了分类垃圾桶，鼓励居

民参与垃圾分类，促进垃圾源头分类，智能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

在泰达街福瑞社区的悦蓝东轩小区，垃圾分类早已不陌生。作为垃圾分

类精品小区，悦蓝东轩自2013年开始试点垃圾分类，由最开始的人工分拣到现

在的智能分拣经历了6年时间。

农贸市场、超市是产生生活垃圾的大户，成分复杂且厨余垃圾较多，一直

以来垃圾分类、清运的难度也比较大。从去年起，新区在濒开里菜市场、永旺

超市、迎宾超市设置了垃圾分类投放点。相关保洁员按时统一将各户产生的

垃圾收集至垃圾分类归集点，再由垃圾分类运输车分类清运，农贸市场、超市

的垃圾将逐步减量化、资源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