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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西宁生活垃圾分类怎么分
本报记者 彭娜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开展城
镇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处理，推进雨污分
流、垃圾焚烧、污水处理等工程，打造既
有品质又有品位的和谐家园。

过去一年，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全国 46 个重点
城市中总体排名中上游，在西部城市中
排名前列。2020 年，西宁市生活垃圾分
类又该怎么分？

2019年
生活垃圾分类干了些啥

“今天，你垃圾分类了吗？”生活垃圾
分类是西宁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随处
可见分类垃圾桶、宣传标语，不定期开展
垃圾分类活动……

2019 年，西宁市各级城管在市区 25
个街道办事处、106 个社区、350 余个居
民小区、45 家机关企事业单位、115 所学
校和 3 家市级医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试点工作。累计投放室外分类式垃圾桶
4300 余组、家庭垃圾分类桶近 10 万组，
发放干湿两分垃圾袋 1538 余万个，购置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车 8 辆，更新分类垃
圾箱 18000 余个；动员社会力量在 1142
个小区，布设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
1179 台（套），回收旧衣物 1100 吨，饮料
瓶 60 万个，电子废弃物 8500 余件；生活
垃圾分类达标居民累计 20.8 万户，占比
65%，全面完成目标任务；分类投放、收
集、运输、处理体系初步形成，生活垃圾
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25%。

可以说，西宁市垃圾分类大格局已
初步形成，固废垃圾、餐厨垃圾、医疗废
物、危险废物、园林绿化垃圾、建筑垃圾
均已建设相应的消纳处置中心和收运
中心体系，垃圾分类工作基本做到干湿

分类。

2020年，市民有何期待
对于大部分西宁人而言，生活垃圾

分类才起步。有人认为，生活垃圾分类
必须要动真格；有人希望，扩大试点小区
范围，全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做好分类
后的垃圾处理工作；有人建议，把社区老
年人发动起来，加大社区工作力量，督促
居民们垃圾分类。

在省政协委员王小梅和张莉看来，
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存在一些亟待解决
的问题，如垃圾分类收运和处置工作推
进较为缓慢；相关法律有待健全，管理体
制不够完善；市民垃圾分类意识有待提
高。

省政协委员柴建中在提案中提到，
一些小区配发了分类垃圾桶，摆放在各
单元门口，但运行一年多后，分类工作似
乎回到了原点。他所居住的小区居委会
大力宣传生活垃圾分类，居民们行动起
来了，可一段时间后，有的居民开始将垃
圾混装，随手扔进垃圾桶。

2020年，生活垃圾分类怎么分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开展城镇生

活垃圾强制分类处理”。其实，2019 年，
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就已迈入强制
时代。

这一年，《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办法》施行，西宁市城市管理局编制了全
国第二部省级生活垃圾分类标准——

《青海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准》，会同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编制了《西宁市生
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研究完善生活垃
圾处理收费政策和跨区域生态补偿机
制，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体系。

今年，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将

全面围绕《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推
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
知》展开，进一步加大生活垃圾分类相关
政策、技术标准和具体方法的宣传力度，
充分调动市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积极
性；健全奖惩机制，将处罚措施与激励手
段结合，依法依规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规
范分类收集，加快以街道为单元的生活
垃圾分类片区建设，逐步扩大分类覆盖
范围，优化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专业站
点布局；加快分类处理设施建设，整合再
生资源回收站点。

今年年底前，西宁市将基本建成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基本形成相应的
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在进入焚烧和填
埋设施之前，可回收物和易腐垃圾的回
收利用率合计将达到 35%以上；达标小
区覆盖率将达 90%，达标单位覆盖率将
达 100%。

垃圾分类难在哪
西宁市要实现这些目标，难在哪？
省人大代表魏琦认为，西宁市是全

国文明城市，在打造文明城市过程中，市
民素质大大提升。对于普通市民来说，
生活垃圾分类是新鲜事物，生活垃圾分
类难在提高市民的分类意识上，难在改
变大家多年的生活习惯上。

西宁市城市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
说，虽然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
了一定成效，但根据住建部相关通报，比
较其他城市工作开展情况，西宁市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方面，市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
性、主动性、自觉性还不够高，垃圾分类
准确率偏低；另一方面，保障机制尚不完
善，生活垃圾分类激励政策和奖补措施

还未落实。”工作人员表示，西宁市高度
重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将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全
链条、综合提升系统化治理能力。将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作为“高原绿”“西宁
蓝”“河湖清”建设行动的切入点，全力推
动市民习惯养成，共同为建设“绿水青
山·高原美丽幸福大西宁”添砖加瓦。

代表委员有何建议
省人大代表魏琦建议，努力提高全

民生活垃圾分类意识，从每个人做起，从
现在做起，从娃娃抓起，从小培养垃圾分
类的生活习惯，从小学习垃圾分类相关
知识。

王小梅建议，建立城管部门管理、环
保部门监督、专业化公司运作的三位一
体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模式；建立健全法
律法规，明确奖惩制度，加大执法和监管
力度，为开展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提
供保障；提高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在垃圾
处理中的比例，推动由填埋处理方式向
焚烧处理方式转变。

“焚烧处理法除具有处理量大、减容
减量效果明显等优势外，焚烧过程对占
地要求相对较低，还能有效控制和处理
垃圾发酵产生的恶臭气体，要推动城市
可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逐步改变生活
垃圾末端处理方式。”张莉说。

柴 建 中 认 为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应 该
“抓两头、促中间”，在改变市民上活习
惯上下功夫，从源头紧抓生活垃圾分
类，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激励机制，提高
市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引进民间
资本或采用 PPP 形式，开设生活垃圾分
类工厂，解决分类后的收运问题和处置
技术难题。

本报讯（记者 花木嵯）1 月 19 日，省
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宁主持召开省政
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
神，研究审议 2020 年省政府党组工作要
点和“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的实施办
法。

会议传达学习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
全会精神，听取 2019 年全省政府系统廉
政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领会精
神、聚焦关键、强化担当，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完善政府系统廉政机制，实行政府权责

清单制度，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
府治理体系。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
集中解决好脱贫攻坚、市场监管等方面
的突出问题，坚决守住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的底线。要发挥示范表率作用，
严以律己、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自觉做
反腐倡廉的拥护者、执行者和实践者，以
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统战部长和民
委主任会议精神。强调，要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巩固深化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成果，推动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
面。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抓好重要
节点维稳工作，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会议强调，省政府党组要全面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把党的政
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
工作的领导，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持之以
恒改进作风，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着
力提升政府党组党建工作水平，推动各
项重点任务落实落地，奋力开创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会议指出，制定实施办法，是在长期
实践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省政府
党组贯彻落实“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
制度的重要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做
好与相关规定的有序衔接，进一步明确
需要研究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大额资
金使用等事项，强化制度落实，推动政府
党组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政府党组副书记李杰翔，党组成

员 严 金 海 、王 黎 明 、杨 逢 春 、田 锦 尘 、
张黎、刘涛出席，副省长匡湧列席。

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
刘宁主持

本报讯（记者 花木嵯）1 月 19 日，全
省“两会”刚闭幕，省政府第一时间召开
全体会议，传达贯彻“两会”精神，安排部
署新一年工作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
刘宁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杰翔
主持会议。省委常委、副省长严金海，副
省 长 匡 湧 、王 黎 明 、杨 逢 春 、田 锦 尘 、
张黎、刘涛出席。

会议指出，这次全省“两会”是在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关
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总结
了过去一年的工作成绩和亮点，明确了
今年的奋斗目标和任务，对构建具有青
海特色的绿色发展格局、实现“十三五”
规划圆满收官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
实“两会”精神，立说立行、抢前抓早，为
全年工作开好头、起好步。要提高站位
抓落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
上来，统一到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通
过的各项决议上来，统一到《政府工作
报告》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在省
委的坚强领导下，以实干践行初心，以
担当履行使命，切实增强抓工作、促落
实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要转变作风抓
落实，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成果，深化“政策落实年”“基层减
负年”工作，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树立起认真、较真、动真的作风，坚
守节用裕民，持续整治“文山会海”。各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对重要工作、重大
问题、重要环节和重点项目亲力亲为，
努力形成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
级干的良好氛围。要强化责任抓落实，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任务分
工方案，主动认领任务，坚决扛起责任；
各级督查部门要加大督查督办力度，持
续跟踪问效，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要瞄准开局抓落实，充分认识开局决定
全局的重要性，提早谋划、全面起势，以

“百日攻坚”专项行动为抓手，加快推进
项目前期、抓好经济运行调度、加强企
业保障服务、做好防灾保畜和春耕备耕

等 各 项 工 作 ，确 保 一 季 度 实 现“ 开 门
红”。对“两会”期间收到的人大代表建
议和政协委员提案，以及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见，要高度
重视、认真办理和答复，并以此改进和
提升政府工作。

会议要求，春节临近，要认真贯彻落
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严格
遵守廉政纪律。抓紧开展春节期间特殊
困难群体走访慰问活动，严肃查处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违法行为。从严从细落实
安全生产措施，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加强
市政设施安全隐患排查。落实保供稳价
措施，加强市场监管，确保全省人民过一
个平安祥和的新春佳节。

省政府召开全体会议

贯彻全省“两会”精神 部署新一年工作任务
刘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