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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提高分类投放正确率

在宁波的大街小巷，尤其是居民生活
区内，绿、蓝、红、黑四种颜色的生活垃
圾投放桶随处可见，它们代表的分别是厨
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以及其他垃
圾四个大类。

晚饭过后，宁波镇海芳辰丽阳小区门
口的蓝色集装箱式服务站变得热闹起来，
来投放各类可回收垃圾纺的居民络绎不
绝。这种新型智能垃圾回收系统——“搭
把手”，集分类投售、兑现和暂存等服务功
能于一体。

“用手机扫一扫，就能把可回收物品变
现了。”居民王海青轻轻一点屏幕的“纸
类”选项，把已压好的旧纸箱和旧报纸放
进相应投掷口。一会儿，手机上就显示了
投递物的分量和相应资源币，当窗口关闭
后，手机上就会收到一条信息：恭喜您完
成了一笔新回收单，您获得4.88元资源币。

宁波鄞州水榭花都苑小区采取的是
“智能+人工”模式，集分类投售、兑现和

暂存等服务功能于一体。老人不会智能投
放，可以直接称重兑现。在服务站门口有
一张“再生资源分类回收今日价目表”，如
旧报纸价格是1.55元/公斤、空油瓶价格为
1.5 元/公斤，该服务站工作人说，可回收
物当场就能兑现，而且每天都有人值守。

“垃圾分类是为了最终实现全民生活垃
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源头分类如
果不精准，后端处理就会更加困难。”宁波
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导中心有关人士说。

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搭把手”智能
回收箱共铺设 1630余个点位，通过“搭把
手”平台，全年平均日综合回收量约 150
吨，高峰时可达300吨左右。

宁波市对大件垃圾、装修垃圾、餐厨
垃圾等特殊垃圾实行专项收运处置。譬如
对餐厨垃圾，该市早在 2006 年就出台了

《宁波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要求餐厨垃
圾产生单位必须将日常的餐厨垃圾交由指
定的单位进行收运，对不执行的单位予以
严厉处罚。目前，宁波中心城区有 4300多
家餐厨垃圾产生单位与市容环境卫生主管
部门签订了收运合同。

中端：解决混装混运问题

2019 年 6 月，宁波北仑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对一家物业公司和一家保洁有限公司
开出了生活垃圾混收混运罚单。据了解，
保洁公司在收运太河盛景小区内分类投放
的生活垃圾过程中出现混装差错，被监控
清楚地记录下来。

如何杜绝“混装混运”问题？在生活
垃圾运输环节上，镇海区一直实施运输车
辆、运输路线、交接核对方面的科学化管
理方式。生活垃圾运输车不光需在车身清
晰标示所运输的生活垃圾类别标识外，在
运输过程中还要采取密闭化的措施，防止
生活垃圾在此环节中对城市环境造成污染。

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运输实行“四不
同”，即不同人员、不同车辆、不同要求、
不同去向。现在，宁波的分类垃圾收集车
车身标识严格统一，收集点公交式布局，
一天两次定时定点人性化流水作业，车载
视频全程记录，车载 GPS 实时定位，整个
收运过程实现了数字化规范管理。

如今，宁波新建的 6 个生活垃圾中转
站，全部采用自动化控制系统，从垃圾车
卸料、垃圾压缩到转运装车，全部自动控
制，机械操作，远程监控。与传统垃圾中
转站异味大、有扰民情况不同，新建中转
站均采用了地下与地上建筑相结合的模
式，各车间均配备了除臭系统。

宁波市率先实施居住小区投放设施改
造，累计改造居住小区分类投放点位近
10000个，新建改建分类垃圾房800余个。

在实行分类收运和处理方面，宁波采
购了分类收集车辆，建立了厨余垃圾、有
害垃圾单独的收运网络。中心城区共设厨
余垃圾专线8条，日收运量达到240吨；中
心城区共设立有害垃圾集中储存点8处，通
过设立“有害垃圾收集日”（每月 21 日），
规范有害垃圾的收集运输。

宁波相关部门也依据条例规定采取了
相应措施：落实社会监督，建立混装混运
的监督举报制度，在小区公示分类投放管
理责任人，收集运输单位信息，设置监督
举报电话；严格行业监督，要求收集运输
车辆安装摄像头等监控设备，对收集运输
过程进行监管；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查，对
违规单位进行通报和处理；强化执法监
督，加强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按照条
例及相关法规对违规单位处以罚款、取消
特许经营资格等处罚。

对于收集和运输中未按规定的混装混
运现象，《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也给出了明确处罚，情节严重的，将被处
以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规范源头分类投放，推行定时定点收
集模式，制定分类收运路线图，提高线路
安排调度智能化水平。”宁波市政府副秘书
长、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郑一平说。

末端：综合利用变废为宝

在海曙区洞桥镇宣裴村裴岙的宁波市
固废处置中心园区内，矗立着三座垃圾处
置企业：宁波市厨余垃圾处理厂、宁波市
餐厨垃圾处理厂和海曙区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

其中，宁波市厨余垃圾处理厂占地约

50亩，目前一期具备 400吨/天餐厨垃圾和
40吨/天油脂的处理能力。每天清晨，一辆
辆密不透风的餐厨垃圾收运专用车，将从
中心城区各地收集来的餐厨垃圾运送到厂
内处置。

偌大的车间里布置着高高低低的不锈
钢设备、管道，通过这个处理车间，餐厨
垃圾能摇身一变，变废为宝：餐厨垃圾经
预处理分选后，最大限度地回收垃圾中的
有机质，经高效厌氧发酵产生沼气，一部
分经净化后向厂区提供工艺所需能源，剩
余部分沼气输送至北侧厨余厂项目，经提
纯处理后并入市政天然气管网。据介绍，
每吨餐厨垃圾可产生约100立方米的沼气。

此外，餐厨垃圾中的废弃油脂经分离
提纯后形成毛油，可销售给具有相关回收
资质的企业作生产原料，杜绝了“地沟
油”和“潲水猪”等严重影响食品安全的
乱象。

宁波市海曙区生活垃圾焚烧厂负责人
说，该厂一年总的垃圾焚烧发电量在3.5亿
度左右。

据估算，2018 年，仅宁波中心城区经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的建筑渣土就有
3551 万方，如何处置一直是个头疼问题。
在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兴发水泥厂，一车
车从工地拉来的水泥管、水泥块、塘渣等
废渣堆成了小山高。一辆挖土机慢慢铲起
废渣，然后倒进一个装有巨大漏斗的粉碎
机内。不一会儿，这些大块头的垃圾就变
成了粉末被吐了出来。企业负责人说，根
据这些碎末的粗细程度，这些废渣被做成
保温砂浆、灰土和灰砖。目前厂里一天能
生产大约 20 万块标准实心砖，以及 8 万块
多孔砖。

目前，宁波市海曙区能将建筑垃圾
“点废成金”的企业已涌现出十余家，年处
理能力突破300万吨，可保证辖区相关建筑
垃圾就地消化。

目前，宁波全市已建成生活垃圾处置
设施 13座，其中焚烧厂 5座、填埋场 3座，
餐厨和厨余厂4座，有害垃圾厂1座，日处
理能力突破了1万吨，有效破解了“垃圾围
城”的困境，成为国内首个拥有最完备生
活垃圾分类基础设施的城市。 题图据百度

全城全覆盖 市民广知晓

垃圾分类看“宁波模式”
张艺琼 范奕齐 张 路

宁波，这个拥有1000万常住人口的沿海港口城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量已
达1.1万吨，破解“垃圾围城”迫在眉睫。作为全国首批46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
之一、国内首个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城市，宁波自2013年启
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来，目前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已基本实现全覆盖，市民
知晓率从35.7%提高至93.7%，基本形成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
置与循环利用的设施体系以及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全民参与的“宁波模式”。
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整体工作在全国46个重点城市中名列前三，在2018年度浙江
省考核中排名第一。

日前，经民政部门批准，全国
第一个记者河长协会在四川省南充
市正式成立，这是四川全面落实河

（湖） 长制工作的一个创新举措。
四川水系发达，号称“千河之

省”，是长江、黄河的重要水源涵
养地。南充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地
处长江上游支流嘉陵江中游，境内
河流众多，水资源丰富。2017年7
月，南充市总河长办公室会同当地
宣传部门，在省市主流媒体中遴选
出 11 名记者担任记者河长，在全
国率先建起记者河长工作机制。

两年多来，记者河长实地走访
调查、坚持监督问效、开展宣传报
道，为全面落实河 （湖） 长制营造
了良好的工作氛围。国家水利部对
南充设立记者河长的做法给予充分
肯定，湖南、福建、陕西等地也先
后 设 立 记 者 河 长 ， 全 面 参 与 河

（湖） 长制工作。
2019 年底，南充市总河长办

公室指导成立了南充市记者河长协
会，吸纳了 53 名媒体从业人员入
会。协会负责人表示，为更好地发
挥记者河长作用，将组织会员全方
位、多角度服务河 （湖） 长制工
作，做到巡河常态化、内参制度
化、监督专业化，助推河湖管理保
护取得成效。

在江西省高安市，随着瑞阳湖、
凤凰湖整治工程的先后完成，昔日被
称为“龙须沟”的臭水湖，如今清澈
澄明，“城市之肺”重获生机，并成为
市民休闲娱乐“打卡地”。

近年来，高安市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大力开展河流源头和饮用水源
地保护，加强水污染综合治理，构建和
谐水文化体系，统筹推进水生态文明建
设，让美丽高安“碧水长流”。

高安坚持高点布局，出台了江西
省首个县级水生态文明建设规划。按
照“一江十水、两心五区、三轴多
点”的总体布局，围绕水安全保障、
水环境改善、水生态修复、水资源管
理、水景观提升、水文化培育六大体
系，规划项目 85个，其中重点示范项
目 12 个，总投资达 280 多亿元，到目
前为止，已完成的项目有 15个，正在
推进的有 10个。通过科学规划、通盘
布局，高安的水更清了、岸更绿了、
环境也更优美了，防汛抗旱保障力也

大大提升。
铁心硬手抓整治，是

高安维护“绿水长流”的
法宝。当地深入推进河长
制湖长制，开展了以水质
不达标河湖治理、劣 V类
水和V类水治理等14个专
项治理为内容的“清河行
动”；工业治污方面，开
展重点涉水企业的雨污管
网专项整治，各地和园区
涉水企业在线监控全部安
装到位、并网运行，对不符合环保政
策的“十小”项目全部取缔；农业面
源治污方面，建成 29座垃圾中转站和
1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对所有农村生活
垃圾进入垃圾发电厂进行统一处理，
小 （二） 型及以上水库全部退出承包
养殖，实行人放天养；在生活治污方
面，积极推进城区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
改造，全市 21 个乡镇集镇生活污水处
理厂（站）全面建成，总投资达1.3亿元、

日处理量 1.1 万吨，有效提高了污水的
收集率和处理率；在黑臭水体治理方
面，投入资金 6800万元，对凤凰湖及东
二港黑臭水体进行治理，面积达16.5万
平方米，经过清淤、截污、水生物净化和
活水入湖，水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高安还坚持河流生态恢复与景观
开发、文化传承相结合，在凤凰湖活
水引入工程中，通过筠西溪引水至凤
凰湖，实施环湖景观工程建设，打造

高安特色滨水景观；投资1.5亿元，推
进连锦河瑞阳湖景观工程建设，采取
生态护坡护岸的形式，生态区绿地面
积达 348亩，绿化覆盖率达 74.5%，瑞
阳湖湿地公园被列为国家级湿地公
园。同时，加快建设华林——上游湖
环湖景观、滨水生态景观廊道等工
程；组织开展生态文明主题宣传活动
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等活动，提
升市民的水生态文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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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高安：

修复生态修复生态，，还城市一盆清水还城市一盆清水
罗 珣 杨紫红

一群小义工挨家挨户讲垃圾分类知识。 章勇涛摄
在宁波江北区朱家社区，85岁的老党员茅永贵作为垃圾分类义

务督导员，向居民讲垃圾分类知识。 宁波市垃圾分类办供图

高安市一角。据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