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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垃圾分类“强制时代”已进入倒计时，各
部门、街道、社区大多开始“摩拳擦掌”。

“有别于上海‘暴风骤雨式’推进垃圾分类的做
法，宁波在这方面显得稍微温和一些，也更体察实
际。”赵军连说，在海曙，垃圾分类知晓率已达到97%
甚至以上，居民意识和实施氛围应该说很浓厚。但
是知道要分类，跟分得好不好是两个概念。

以厨余垃圾为例，“大家就以为是厨房垃圾，把
塑料袋、酒瓶子、餐巾纸拿拿掉就可以了。像大骨
头、贝壳这些属于‘其他垃圾’的，很少有人能分得准
确。”

“上海能够一下子集中推进垃圾分类，除了制定
法规外，也因其有一套相应的强有力的执法保障。
在宁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坚决而稳定地走自己的
路。”赵军连说，可以想见，未来一段时间内，街道、社
区各层面会大力加强巡查，包括已经开始的在高峰
期对生活新境小区的巡查，以劝导为主、罚单为辅，
提请居民注意垃圾分类。

“当然，居民在操作中难免有惰性。过一段时
间，情况或许会有反复。如何让大家持续地做好这
项工作，还需要社会共同努力。”赵军连说。

记者 顾嘉懿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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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新境小区
新垃圾房正在选址

拟采用可移动的铁皮房

赵军连告诉记者，事实上生活新境的垃圾
分类工作在较早时候就已经展开，其间经历了
一些过程。

以前，该小区没有垃圾房，在新建垃圾房
时，选择的位置比较特殊。小区最核心的垃圾
房非独立存在，而是嵌在一栋居民楼下，楼上
就是住户。虽经技术改造，但房子结构、承重
墙、路基高低是不可动的，导致的结果便是垃
圾房层高、大小受限，实用性不好，“更像一处
工具间，而不是垃圾房。”赵军连说。

这处垃圾房只能容纳120升的中型垃圾桶，
而不是现在更多用于社区收运的240升桶，以至
于容量不够，保洁员只能在外面多放几个桶以回
收居民生活垃圾，而扫帚、拖把、畚斗这些保洁工
具只能裸露室外，“看上去形象不好。”

若是独立垃圾房，有些还能在其左右配置
小区大件垃圾回收站，显然生活新境的这处垃
圾房不具备这一可能性。

多种因素综合下，导致了生活新境小区垃
圾房看上去乱糟糟的，急需补救。“这一现状也
给其他小区提了个醒，在选建垃圾房的时候，
一定要慎重，尽可能考虑周全，以避免后期困
扰。”赵军连说。

就记者反映的生活新境小区多时段垃圾
桶爆满、无人清理的情况，赵军连表示，其中有
一些来自物业公司的原因，“保洁员积极性不
高，责任心不强。”

而当下垃圾分类的趋势，已不容物业公
司再往后推。“据我了解，目前物业公司已经
有了一些动作，比如退聘、更换保洁员，用
每发现一次问题扣50-200元不等的薪酬等方
式，促相关情况改善。应该说，已经有所起
步。”赵军连说，关于物业作为，也希望媒
体、居民共同监督。

此外，居民的配合也很重要。据了解，有
关部门曾有意在生活新境小区内重新选址建
设垃圾房，但遭到了部分居民的抵制，甚至有
几位较高楼层的居民以“风水不好”为由，在相
关意见征求书上表达反面意见。“第二方案的
垃圾房距离小区有点远，怕大家不愿意去，效
果不理想。”赵军连说，“垃圾房‘邻避’效应我
们理解，也能体谅，有关工作还是希望能够在
稳定、平衡的基础上推进。”

据记者了解，目前生活新境小区新垃圾房
还在选址中，“可能参考一些可移动式的铁皮
房，希望尽量顺利。”

生活新境小区现在的垃圾房太小，导致工具裸露在外。

这个垃圾房更像工具间 物业、居民配合不可少 已开始在高峰期加强巡查

上周，本报关注了海曙区南门街道生活
新境小区的垃圾分类现状，居民普遍知晓垃
圾要分类，但垃圾桶里还是“乱糟糟”的情况，
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昨日，记者采访了
南门街道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赵军
连，就生活新境小区垃圾分类现状的成因、改
变方式、推展进度进行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