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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永泰-天泽园小区设垃圾分类，九成业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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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伴随刷卡的声
音，菏泽永泰-天泽园小区
南区的爱家·环保屋的柜门
缓缓打开，业主将垃圾投递
后，设备自动称重，并自行为
持卡者进行积分。菏泽永泰
-天泽园是菏泽市第一家投
放垃圾分类处理系统的小
区，自3月19日正式开展垃圾
分类工作以来，经过近4个月
的探索和运行，该小区829户
居民中共768余户积极参与
垃圾分类。

829户业主已有768户

认可垃圾分类

“用分类垃圾的积分换
生活用品，业主们都很认
可。”聊起该小区的垃圾分类
工作，该小区业委会主任段
萍感触颇深。据她介绍，今年
年初，牡丹区政府、牡丹区环
卫处以及该小区物业公司决
定在小区内投放爱家·环保
屋，希望段萍与小区的热心
市民能够积极引导广大业主
共同参与，从未接触过这项
工作的她犯了难。

段萍说，除了要克服自
己不愿意和垃圾打交道的心
理，还要引导业主改变生活
习惯。她说，不少业主有将废
旧的纸箱、油桶等堆放在楼
道内的习惯，但当她了解到
垃圾分类可以将业主投放至
环保屋的垃圾兑换成积分，
积分可以兑换相应的生活用
品后，段萍对改变业主这一
习惯有了信心。

她认为，这种物质奖励
的方式可以激励业主参与，
而垃圾回收再利用，也有利
于环境的优化，她逐渐打消
了心中的顾虑，并积极动员
该小区的另外两名热心公益
的退休职工李秋芹和胡俊云
担任小区垃圾分类督导员。

“她们两个有爱心，平时一直
积极参与小区的各项活动，
我希望她们能够帮助督导其
他业主积极开展垃圾分类。”
段萍说。

有了信心，三位督导员
着手开展工作，第一步便是
入户宣传。

“白天很多业主家中无
人，我们就晚上入户宣传。”
李秋芹说，很多业主不认识
他们，因此心存戒备，她们就
先从自己熟悉的邻居开始宣

传，再让邻居帮忙介绍，就这
样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了
近两个月的努力，垃圾分类
得到了该小区业主的认可，
而胡俊云与李秋芹的心理也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区环
境变好了，居民的素质提高
了，我们很自豪。”胡俊云说，
现在，小区的楼道里再也见
不到随处堆放的垃圾，而她
和李秋芹为小区发生的变化
而高兴，脏活累活两个人总
是抢着干。

业主得实惠

小区得整洁

“废旧的塑料瓶、纸箱、
旧衣服扔了也可惜，如果能
回收再利用，还能通过积分
换取生活用品，何乐而不为
呢？”该小区业主付女士说，
通过垃圾分类积分她已经积
下了5000余分，现在到爱家·
环保屋来投放垃圾已经成为
了她生活中的小乐趣，不少
业主都积极地参与进来。

在该小区南区的小广场
上，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看到了付女士口中的爱家·
环保屋。以蓝色为主色调的
环保屋，分设有害垃圾、金
属、衣物、塑料、纸张、玻璃六
个投递口，业主可以根据自
己投放的垃圾类型选择投放
口。

据该小区物业公司经理
庞秋意介绍，这样的环保屋
在小区南区和北区各安装一
个，业主可以就近投放。在参
与垃圾分类前，业主需要通
过手机号、姓名、门牌号信息
注册一张卡片，通过该卡片
进行积分。

“自从实行了垃圾分类，
业主逐渐养成了不乱丢垃圾
的习惯，我们小区保洁员的
工作量减轻了。”庞秋意说，
投放垃圾分类处理系统之
前，业主会将废品、餐余垃
圾、有害垃圾等全部扔进楼
下的垃圾桶内，保洁员工作
量极大。“还有一些拾荒者，
为了挑出垃圾桶里的可回收
垃圾，将桶内垃圾全部倒出
来，影响了小区的环境。”庞
秋意说，经过了近4个月的时
间，业主逐渐养成了垃圾先
分类后投放的好习惯，业主
素质普遍得到了提升。日后，
他们会继续协助督导员在小
区内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为
业主提供一个更加和谐、美
好的生活环境。

本报菏泽7月11日讯(记者
潘涛) 7月8日，山东省住建

厅网站发布的山东省城镇化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
务的通知》指出，年内所有设区
市全面启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今年初，菏泽市将港湾新
城和怡馨花园两个小区作为试
点，开始试运行垃圾分类，截至
目前，两小区市民积极参与，不
仅小区环境有了大幅提升，居
民也慢慢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
惯，素质得到普遍提高。

随着菏泽城区人口的急剧
增加，每天的垃圾处理量也百
倍增加。菏泽京环公司工作人

员表示，2003年城区一天垃圾
处理量还在60多吨，现在每天
的处理量在1200吨以上，不仅
是垃圾重量的增加，垃圾品类
也急剧增多。

“塑料、玻璃、电子产品等
各种各样的垃圾处理起来都很
麻烦。”该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2013年初次提出垃圾分类后，
大街小巷安装了可回收和不可
回收的分类箱，但市民认知度
不够，还是混缸投放，而且后期
处理时采用深埋方式，一方面
占用土地资源，一方面还会造
成二次污染，所以并没有取得
实质性效果。

从港湾新城和怡馨花园两

个垃圾分类的试点小区来看，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菏泽京环
公司工作人员说，通过宣传发
动，小区住户每户注册一个账
号，通过扫码开启相应的垃圾
箱口，每投进一些垃圾，设备会
自动称重然后积分，而积分还
可以兑换米面粮油等日用百
货，这一激励性的措施在两个
试点小区都得到很好的效果。

据工作人员介绍，相关部门
已经向各区下发硬性指标，下半
年，牡丹区、开发区、高新区年底
前必须选取试点小区，各自完成
1万户的注册量，实行垃圾分类。
预计2020年，菏泽城区将基本实
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垃垃圾圾分分类类，，这这三三区区年年底底要要注注册册11万万户户
明年要基本实现全城垃圾分类，牡丹区、开发区、高新区试点区至少注册1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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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菏泽首个以“垃圾分
类”为主题的公园在单县正式亮
相。此举不仅为城区居民提供了
休闲娱乐场所，还让其在潜移默
化中更加理解和参与到垃圾分
类，寓教于乐。此外，菏泽单县从
2018年6月份在农村推广垃圾分
类，将可沤垃圾发酵为有机肥，
循环再利用。为让村民积极参与
到垃圾分类中，该县在部分乡镇
推行文明实践积分制，通过清扫
街道、捡拾垃圾、分类垃圾等文
明行为申报积分，换取文明实践
钞票，继而兑现一定精神和物质
奖励。

将垃圾分类观念

寓教于乐

为引导城区居民做好垃
圾分类工作，近期，菏泽首个

“垃圾分类”主题公园亮相单
县。该公园共设有4处含有垃
圾分类元素的大型雕塑，7段垃
圾分类科普步道，此外，还用
废弃的轮胎设计改造成40余
个雕塑，还安装了12处垃圾分
类宣传栏。

公园入口，“垃圾分类主
题公园”八个字很是显眼，标
有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回收
物、其他垃圾字样的四个垃圾
桶装饰在字体后面，此外，还
有用废旧轮胎打造的卡通造
型，趣味十足。公园内一座大

型LED宣传大屏幕不停地播放
着关于垃圾分类的宣传片，将
垃圾分类相关知识传播在公
园内每个角落。

据悉，公园的西门口还设
置了“垃圾分类知识智能互
动”系统，市民可通过扫描上
面的二维码参与互动，一旦集
齐100个垃圾分类知识，便可
获得神秘奖品，从而引导市民
将把垃圾分类从“要我分”，引
导到“我要分”。

“孩子很喜欢这里，尤其
是那些用废旧轮胎做的卡通
人物。”市民周女士说，这座公
园跟其他公园不同，孩子能在
玩耍的过程中学习到连她都
不知晓的垃圾分类知识，同
时，她也可以言传身教地教育
孩子如何正确垃圾分类，这样
的公园很有意义。

通过建立垃圾分类主题
公园，可以让市民更直观形象
地了解垃圾分类的知识，为进
一步提高垃圾分类的知晓率
和参与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以奖励调动

村民积极性

与城市相比，受配套设
施、生活习惯、文化程度等因
素影响，农村看似是推广垃圾
分类难点和硬骨头，阻力应该
很大。然而，菏泽单县在去年6
月份，将高老家乡朱庄村作为
全县创新农村垃圾分类方法

及资源化模式试点，采用绿色
大桶装不可沤垃圾，白色小桶
装可沤垃圾。不可沤垃圾由保
洁公司负责清运出村，可沤垃
圾则由保洁员运至村外集中
堆放点，一段时间后经自然发
酵为有机肥料，无偿提供于村
民施用田间作物，真正实现了
农村垃圾再利用。

据单县高老家乡乡长闫
西彪称，其实，在农村实施垃
圾分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农村是个熟人社会，群众更容
易参与和相互监督。此外，农
村的垃圾也很简单，分为不可
沤和可沤两类。不可沤垃圾如
塑料、纸屑、瓶子等，而可沤垃
圾有如剩菜剩饭、菜根菜叶、
瓜皮果壳等，分开盛装处理，
不可沤垃圾清运出村，可沤垃
圾发酵为有机肥，回收再利
用。因此，在农村推广垃圾分
类，还具有一定优势和潜力。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村民
主动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行动
中，单县在多个乡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银行”，推行文明实
践积分制。村民可通过清扫街
道、捡拾垃圾、分类垃圾等文
明行为举止申报积分，获取新
时代文明实践银行“发行”的，
可兑换洗衣粉、清洁剂、毛巾
等生活用品的文明实践钞票。
此外，村里根据每户获得的

“文明实践钞票”的多少，每季
度评选“红旗文明实践户”，并
在年底评选“文明富豪”，给予
村民物质和精神奖励。

菏菏泽泽打打造造垃垃圾圾分分类类主主题题公公园园
在农村推广垃圾分类，以物质和精神进行奖励，循循善诱

村村民民在在领领取取文文明明实实践践钞钞票票。。村民在领取文明实践钞票。

居居居居在在投投放放垃垃圾圾。。居居在投放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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