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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试点推行19年
这次如何落地？

曾先生是一名企业高管，但一口
烂牙和门牙缺牙，严重影响了正常的
人际交流和工作质量。他很是烦恼，每
次和同事、朋友聊天都会刻意转侧面
或用手遮掩。不过，很庆幸，经过朋友
的介绍到智能牙科做即刻用种植牙，
曾先生已经拥有一口漂亮的新牙，人
也变得自信开朗，感觉做什么事都顺
利好多。他表示，非常感谢蔡院长的

“妙手回春”，给他恢复了满口好牙。

“即刻用”种植牙，微创少痛
种牙比拔牙还轻松

高难种植牙专业医师蔡明河院长
指出，牙齿和牙槽骨是相互依存的，一
旦缺失，牙槽骨就会开始吸收。因为佩
戴假牙时间长，牙齿基托是不变的，但
是牙槽骨在慢慢吸收，所以每隔几年就
需要调整或更换一次，不然就会不适
用。另外，建议市民最好尽早种好牙，如
果等到牙槽骨萎缩严重再种牙的话，不
但增加难度，还要花费更多的钱。

“即刻用”种植牙，数字化种植导
板准确定位，只需微小切口即可精准
植入牙骨，创伤小，时间短，全程少痛，
缺牙的市民不用经历种牙痛、种牙慢、
复诊次数多等折磨，当天种，当天就能
戴牙吃饭。时值炎夏，许多缺牙中老年
也在担心“夏天种牙愈合不好”的问
题，为此，我们也特别开放国际高端种
植体的免费名额，稳定耐用，更适用于
中老年口腔条件，多颗种植市民可通
过028-69982575申请，种一颗即可送
一颗，每天限8个名额。

种植医师：
为什么即刻用种植牙

一次种牙
胜过5副假牙！

正式就“垃圾分类”立法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77月月11日起施行日起施行

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二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条例将于2019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
我国第一部由地方人代会审议通过的规范
生活垃圾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想让垃圾分类
成为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又一个‘法治化样
本’，得让市民充分感受到条例实施的效
果。”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说。

条例分为十章。条例第一章第四条显
示，上海市的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
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废电池、废灯管、废
药品、废油漆及其容器等属于有害垃圾。湿
垃圾指易腐垃圾，如食材废料、剩菜剩饭、过
期食品、瓜皮果核、花卉绿植、中药药渣等。

条例规定，单位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至相应收集容器的行为，可处以5000至5万
元的罚款；个人将有害垃圾与可回收物、湿
垃圾、干垃圾混合投放，或者将湿垃圾与可
回收物、干垃圾混合投放的，可处以50至200
元的罚款。

条例还明确，“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在
餐饮服务场所设置节俭消费标识，提示消费
者适量点餐。餐饮服务提供者和餐饮配送服
务提供者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筷
子、调羹等餐具”；“旅馆经营单位不得主动
向消费者提供客房一次性日用品”。

违反上述条文，且逾期不改正的，将处
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目前，中国各地已有40多座城市正在试
点生活垃圾分类，部分城市已出台行政管理
办法等。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张兆安认为，在
立法领域形成刚性约束将成为趋势。

俄杜马通过有关暂停履行
《中导条约》的法案

6月18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
下院）通过有关暂停履行《中导条约》
的法案。此法案由俄总统普京5月30日
向杜马提交。

俄媒体报道，此法案还规定俄罗
斯恢复履行该条约的决定应由国家元
首做出。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将
在本月26日对此法案进行审议。

6月18日，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
亚布科夫就此表示，此法案规定俄罗
斯暂停履行《中导条约》，而不是退出
该条约。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2月1日宣
布，由于俄罗斯长期违反《中导条约》规
定，美方将暂停履行条约义务，启动为
期6个月的退约程序。3月4日，俄总统普
京签署命令，俄方将从命令签署之日起
暂停履行《中导条约》。 （新华社）

为何为何
要垃圾分类要垃圾分类

生活垃圾一般分四
类：厨余垃圾、其它垃圾、
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垃
圾分类，是推动垃圾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的重
要措施。有分类，才能更
好分解。只有分好类的垃
圾，才能变成资源，才能
为地球减负

个人混合投放生活垃圾
将处罚款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修订将修订

6月18日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主任孙
新军做客第二期“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
理面对面”直播访谈节目，与市民、市政协委
员就“加强垃圾分类，实现垃圾管理减量化
和资源化”的话题进行交流。记者了解到，
2012年出台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目前已列入2018～2020年立法规划，新修订
的条例将对个人明确垃圾分类责任，混合投
放垃圾将处以罚款。此外，在新创建的垃圾
分类示范片区里，将对分类垃圾桶标识进行
调整，厨余垃圾改成“湿垃圾”，其他垃圾改
成“干垃圾”，让居民对分类标准一目了然。

新修订的条例将不光对单位，也将对
个人明确垃圾分类责任。孙新军说，北京
将参照上海的经验，对个人混合投放垃圾
处以不低于200元的罚款。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工人日报、半月
谈、北京青年报等）

最近，在国家决策层部
署下，垃圾分类工作骤然提
速。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
“强制”的引入。7月1日起，
即将正式实施的《上海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个
人混合投放垃圾，今后最高
可罚200元；单位混装混
运，最高则可罚5万元。

在上海大大小小的社
区里，一夜之间，楼道里的
垃圾桶全不见了。现在，大
约500户才分得一个垃圾
投放点。更重要的是，不能
任性倒垃圾。按规定，居民
一天倒垃圾的时间段只有
早上7：00~9：00以及下午
4：00~6：00，垃圾必须分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
垃圾、干垃圾”四类投放，
违者个人罚款50~200元。

一时之间，上海民众
有点懵。

“垃圾分类”骤然落地
引起巨大反响，但这个做
法其实并不新鲜。2000年
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
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
被确定为全国首批8个垃
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然
而这么多年过去，取得的
效果并不显著。

垃圾分类这件我们最
该做的小事，到底难在哪？
应该如何解决？试点推行19
年，这一次它会如何落地？

让生活垃圾全程分类

迈入“法治时代”

据介绍，垃圾分类是一个涉及分类投
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全程分
类体系，没有一个环节可缺失。“推行垃圾分
类，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
推动习惯养成。”从前端看，无论是因观念还
是设施，当前垃圾分类“认可度高、践行度
低”；从后端看，许多城市的倡议到位了，但
无论人力还是财力，依然存在多方缺位。垃
圾分类需前后端的配合，它是社会文明水位
与社会治理能力的一次竞赛。

从当前情况看，垃圾收集的第一责任主
体——物业公司通常积极性不高。要求物业
公司实现分类清运垃圾，是一笔并不小的成
本。比如，通常企业清理厨余垃圾的费用是
120元/桶（不含补贴），如果严格执行垃圾分
类，物业公司需雇佣保洁员进行垃圾二次分
拣，成本再次提高。

环卫公司的清运能力参差不齐，也是导

致混运混装的原因。
“九龙治水”也导致垃圾分类清运处理的

困难。在一些地方，一个垃圾箱房归属三个部
门监管：干、湿垃圾归绿化市容局管，有害垃圾
归环保局管，可回收物归商务委管。各自不同
的标准导致操作困难，难以形成合力，最终可
能导致谁也管不好，直至没人管。为杜绝混装
混运，住建委下发通知，将加大对未分类收集
贮存生活垃圾、把生活垃圾交由未经许可或备
案的企业和个人进行处置等违法行为的执法
检查力度，严格查处收运企业“混装混运”行
为，对情节严重的要逐出市场。

在西安、杭州等城市，一方面严厉打击
“混装混运”，奖励群众举报。另一方面则在
建立相应的垃圾处理工厂、完善垃圾处理体
系。只有杜绝混装混运，做到全程分类，再来
要求百姓从源头分类投放垃圾，才能让人信
服。不过，这不是一蹴而就的。

垃圾分类难就难在事无巨细，情况千差
万别。用过的纸巾是否可以回收？网友为此争
得“头破血流”。有人直白理解，纸巾分解很容
易，当然是可回收垃圾；有人则说，研究证明，
擦过汗的纸巾由于沾有污渍，回收利用价值
不大，厕纸由于水溶性太强不可回收。

此外，一排垃圾桶往往有好多个颜色，
但不同的标识分别代表什么意思？装食物的

塑料餐盒属于厨余垃圾还是其他垃圾？该怎
么扔？用不同颜色垃圾箱区分垃圾种类是一
种通用做法，但群众大多时候不知所措。

还有，旧衣服、旧报纸、玻璃瓶、瓷器为
啥找不到地方回收？瓶装矿泉水和罐装饮料
的处理方式是否相同？以及网传小龙虾的所
谓“正确”投放方式——整只小龙虾为湿垃圾，
而去黄龙虾头为干垃圾，龙虾肉为湿垃圾……

其实，根据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的回应，
扔小龙虾没那么复杂，因为小龙虾、龙虾壳、
龙虾头、龙虾黄、龙虾肉全部属于湿垃圾。

关于电池回收更是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
的争议。之前专家告诉我们，电池不可随意丢
弃，因为汞污染土地。后又有环保人士出来辟
谣，说这点汞含量微乎其微。再后来又有观点
说，除了汞还有铅污染，还是要把电池当有害
垃圾回收……更何况，知道了废电池是有害
垃圾，要找到有害垃圾回收点还是件难事。

事实上，许多城市已与垃圾分类缠斗近
20年，十八武艺都用上了，双方依然难解难
分。垃圾分类因此获得一个很文艺的外号
——“最难推广的一桩小事”。

用过的纸巾是否可回收
你知道小龙虾的“正确投放方式”吗？垃圾·五花八门

垃圾分类是全链条环节
涉及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环节·缺一不可

垃圾并非天然需要分类的。但当垃圾越
来越多，“垃圾围城”频频见诸报端，分解远远
跟不上生产，垃圾挤压到了正常的生活。而垃
圾分类，是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的重要措施。有分类，才能更好分解。只有分
好类的垃圾，才能变成资源，才能为地球减
负。垃圾分类的责任为何需要每个人承担？沿
着经济学家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的分析
思路，我们到底是有“不分类的权利”，还是有

“必须分类的义务”并非是既定的，它是全社
会基于成本作出的制度性选择。

但为什么到处理垃圾这件事上，却需要
将分类责任分配每个个体？这反映出：随着
垃圾产量加大，土地、人力成本提升，社会末
端处理垃圾的成本正在急剧上升，大家越来

越享受不起前端“不分类的权利”了。
例如，杭州的一些小区，引入专业的第

三方公司进行垃圾分类，算下来每户每年要
花500元以上，这还未算上垃圾处理的后续
成本，这对富裕地方的财政也称得上高昂。
更重要的是，让公众参与垃圾分类，不仅是
经济上的合算，更会在理念上产生长远影
响。参与，是最好的教育。一个人若每天参与
到分类，注意着“计量收费、分类计价”，那大
概率也会支持“光盘行动”，选择“不过度包
装”，会大大助推全社会垃圾的减量化；而如
果孩子在幼儿园的开学第一课，就是垃圾的
干湿分离，那么我们又怎会担心垃圾分类无
从开始又无疾而终呢？这正是：垃圾一分类，
城市不再累。

责任·人人承担

有调查称，赞成
垃圾分类的居民高
达九成，但真正做到
的仅一成。叫好又叫
座，往往取决于两
点，一是“不分类、不
收运”，二是混装、混
运受处罚。

垃圾分类，光靠
呼吁不行，尤须严格
执法倒逼。而推动人
人参与，避免分类好
的垃圾被混装拉走
之尴尬，离不开一套
精细治理体系。建立
长效机制、推动习惯
养成，垃圾分类才能
蔚然成风。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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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小龙虾的所谓“正确”投放方式

6月5日，世界环境日，河北省临漳县第一幼儿园的小朋友参加垃圾分类比赛 新华社发

美国代理防长换人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

纳汉18日以“家庭原因”放弃转正，定
于23日辞去代理防长一职。沙纳汉上
述决定先由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经社
交媒体“推特”发布。随后，特朗普任命
陆军部长马克·埃斯珀接任，有意提名
他出任正职。

沙纳汉现年56岁，今年1月1日起出
任代理防长。他5月获特朗普提名转正，
正在等待国会参议院确认。美国媒体当
时报道，参议院预期放行这一提名。沙
纳汉6月18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因家
庭原因，他要求退出国防部长提名确认
程序，并将辞去国防部副部长一职。

特朗普否认要求沙纳汉退出，说
后者主动请辞。他说，17日首次听说有
关沙纳汉的家庭状况。

沙纳汉没有在声明中提及具体的
“家庭原因”。

美联社报道，沙纳汉与前妻金伯
莉1986年结婚，2011年离婚，育有三个
孩子。金伯莉多次遭逮捕，受到盗窃、
损坏财物、伤害罪等指控。伤害指控关
联2010年8月一次家庭暴力。警方记录
显示，金伯莉殴打沙纳汉多次，致后者
鼻青脸肿。金伯莉称与沙纳汉互殴，但
记录显示她没有受伤，沙纳汉没有受
到指控。另外，多份法庭文件显示，沙
纳汉夫妇的儿子2011年11月使用棒球
棒袭击金伯莉，令她受伤。儿子当时17
岁，承认殴打母亲。

宣布退出前，沙纳汉接受《华盛顿邮
报》专访，提及离婚。沙纳汉担忧，公开
2011年那起事件会“毁了儿子的一生”。

自前防长詹姆斯·马蒂斯2018年
底离职，国防部长一职空缺至今。沙纳
汉离职决定恰逢美国与伊朗对峙升
级。请辞前一天，沙纳汉宣布向中东再
次增兵1000人。

陆军部长马克·埃斯珀18日获特
朗普任命，充任代理防长，24日上任。

埃斯珀现年55岁，2017年11月起
出任陆军部长，曾任美国军工企业雷
神公司副总裁7年，分管政府关系事
务。特朗普再次启用大型军工企业前
高级管理人员触发质疑。 （新华社）

如何如何
快速学会分类快速学会分类

产生量最大的是其它
垃圾和厨余垃圾，也被称
为干垃圾和湿垃圾。如何
快速学会垃圾分类？“八个
字就学会垃圾分类了：资
源回收、干湿分开。”具体
地说，把能卖钱的和不能
卖钱的分开，就是资源回
收，把会烂的和不会烂的
分开，就是干湿分开

北
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