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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房多了双“智慧眼”

去年 11月，有一件事一直令上海

强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湿垃圾收运工

邓雪良百思不得其解。秉承“不分类、

不收运”的原则，每一次收运垃圾时，

他都全程检查，但是，把垃圾运到公司

后，区环卫所却总是给公司开出不合

格的警告单，到底是什么环节出了问

题呢？

随着吕巷镇 12 个村居 337 个智

能预警摄像头安装完毕，这一疑问的

答案浮现水面。原来，吕巷镇和平村

附近的一家企业食堂，半夜偷倒餐厨

垃圾时使用了一些“手段”。“上层的

湿垃圾分类找不出破绽，而下层干湿

混杂在一起。”邓雪良告诉记者，餐厨

垃圾不同于厨余垃圾，是一种工业标

准垃圾，含盐量大，餐饮企业一般需

要给交付一定的费用，进行收运处

理。但是，这家企业为了逃避费用，

不仅偷倒垃圾，还采取了蒙骗手法。

“现在几乎每个垃圾房门口都安

装了摄像头。”吕巷镇城市网格化中

心信息员韩峰透露，这件事溯源到企

业责任主体后，他们就立即联系了执

法部门，而监控视频顺理成章也成为

了执法证据。至此，趁着夜间垃圾房

分拣工作人员下班的监管“空窗期”，

偷盗垃圾的事件数量骤减。

“这种方式同样为我们洗脱了

‘罪名’，也减轻了我们收拣的工作

量。”和平村垃圾分拣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不仅如此，吕巷镇还依托“一网

统管”系统，将所有沿街商铺纳入系

统并接入城运中心平台，实施对沿街

商铺的动态监控，建立联勤联动机

制，各商铺垃圾分类数据链从录入、

分析、处理和评价实现了全闭环。

上海强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主

管唐菊华说，看似简单的上门收集，

每跑一家商户，都要详细记录地址、

时间、干湿垃圾收运量等信息。同

时，还要求商户对上门收集进行签字

确认，通过逆向监督，同步提高了垃

圾收运处置效率。

实际上，在吕巷城市网格化管理

中心后台，所有垃圾分类点位的数据

都清晰可见。收运人员一旦发现不

合格点位，拍照取证上报班组，由班

组长审核后上报平台。随后，物业、

城管、绿化市容等多个部门联动并推

送不合格报告，次数过多，环卫部门

就会开具拒绝清运告知书，并对其停

运。自 2019 年 7 月 1 日条例实施以

来，作业单位按照“不分类、不收运”

的方式，至 2019 年底，先后发放黄色

告知书 602 份，红色（拒收）96 份。

流动的“车”固定的“责”

吊起垃圾桶时发出轰鸣、在沿街

路面留下一滩污水……湿垃圾清运

过程中，“跑冒滴漏”残留的污水渣滓

一度让环卫工李大爷叫苦不迭：“有

些污渍不仅臭气大，一般的清洗设备

根本不起作用。”

“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得到了改

变。”区市容卫生环境管理所废弃物

管理科副科长王健表示，为进一步

做好垃圾收运工作，区绿化市容局

在 33 辆垃圾车（其中，干垃圾车 16
辆，湿垃圾车 17 辆）安装了物联网

设备和在线监控设施，在区镇两级

“一网统管”后台，不仅可以清晰地

观察到车辆的实时运输时间、行驶

速度、行驶路线等信息，而且实际的

路面还设置了电子围栏，进行线路

控制，当实现车辆超速时，还会发出

报警功能。

在线监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还

可以清晰看到车身的洁净程度。据

了解，只要工作人员在后台看见，环

卫所驾驶室和车厢间有垃圾残留、拖

挂；运输过程中有飞扬散落、跑冒滴

漏、垃圾拖挂现象；车辆行驶中，车

厢、门盖、污水排放阀没有关闭；车辆

超速、超载，一旦发现有任何一种上

述行为，就判定被检查车辆不合格。

“一旦发现上述现象，清运车辆当天

值班的清运工人就会收到处罚单

据。”王健介绍说。

此前，区绿化市容局还引进了 21
辆新型“无滴漏新型湿垃圾车辆”。

据了解，在开始推行“四分类”时，干

湿两用的装运垃圾桶，设计时对相关

问题缺乏考虑，没有安装湿垃圾污水

箱以及防止污水外溢的密封条；还有

些车辆后部开口过低，倾倒湿垃圾

时，污水很容易飞溅出来。而“无滴

漏新型湿垃圾车辆”，不仅容量要比

过去大四成左右，但依旧保持了较小

的“身材”，能够进入大多数小区作

业。最关键的是，车内设有密闭空

间，可以把挤压后的湿垃圾和污水

“锁”在车内。

“车辆的更新，加上移动的在线

监管，我们接到的居民投诉案件大大

降低了。”王健透露，在源头，他们也

要求分类员将湿垃圾里面的水分进

行部分沥干，协助车辆运输。

老旧小区有了“通道”

最近，石化四村将小区车道进行

了扩宽，原有的单行道变成了双向车

道。原来，由于小区老旧，道路狭窄，

路边还时常停有车辆，垃圾清运车辆

根本无法进入。

而这一加宽，可不止是让垃圾

车进小区这么简单。“之前道路狭

窄，我们作业的时候，车轮经常脱

出马路牙子，一路颠簸，湿垃圾水

就一路洒出来。”上海市金欣环卫

有限公司运输部主任胡连中介绍

说。

“夏天的时候，温度很高，垃圾水

一路上都是，气味真的很难闻。”石化

四村的居民李阿姨告诉记者。

作为石化地区的垃圾清运公司，

金欣环卫面临运输 44 个老旧小区的

“重担”。金欣环卫和各个小区物业

进行了多轮商谈，目前得到多个处理

方案。

除了拓宽路面，大多数小区还是

使用“笨办法”，其实就是用短驳平板

车进小区，将垃圾桶直接拉到车辆

后，再把空桶拉回小区，这样能避免

清运时弄脏小区。

“虽然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但

是搬运的人力成本又肉眼可见的上

去了。”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小

区已经由原来的人力短驳车，换成了

电动短驳车，胡连中介绍说，利用人

力车，虽然短期投入小，从长远看，垃

圾清运的条线工人又要再增加一些，

而电力短驳车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

玲桂花苑小区交出了一份两全

其美的答卷，小区将垃圾房设置在

侧门口，一来垃圾清运车不用进小

区，二来也节约了运输成本。“今后，

开发商在建设房子的时候，就应该

考虑到这些因素。”胡连中告诉记

者。

“垃圾运输看上去，只是一件

将垃圾从 A 点运输到 B 点，实际上

需要处理的是民生问题。”金欣环

卫与石化居委会，开过多次沟通会

议，一件一件解决居民的投诉问

题。“除了要想方设法解决老小区

存在的道路狭窄问题，更重要的是

走进群众的内心，这样我们的垃圾

分类工作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

胡连中说。

在垃圾分类处理产业链上，中端

运输是一个关键环节，衔接收运网络

建立，是确保生活垃圾实行分类形成

闭环的重要环节。目前，在全区层

面，各街镇、工业区责任区域主体每

日按时清运，避免混收混运，将收集

的分类垃圾运至中转分拣中心，中转

分拣中心再统一转运至垃圾转运站，

确保垃圾清运及时、日产日清和无害

化处理。

“人治＋智治”，垃圾运输不再“跑冒滴漏”
——金山垃圾处理蹲点调查（中）

□记者 王巧月 项竹彦

垃圾分类实施一年来，前端四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见证了市民

“最时尚”生活习惯的养成，这是居民日常可见的变化。而在中端收

集运输上，我区多措并举，垃圾桶“更新换代”，运输车辆“撞上”物联

网，监管设备升级，社会资本引入等一系列手段，让垃圾“跑冒滴漏”

可管可控，前端分类的成果得到巩固和加强。

小区用电动短驳车清运垃圾桶小区用电动短驳车清运垃圾桶

垃圾收运工作纳入垃圾收运工作纳入““一网统管一网统管””平台平台

垃圾清运车装上在线监测系统垃圾清运车装上在线监测系统

垃圾清运车运输时间垃圾清运车运输时间、、路线能实时查看路线能实时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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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长期向全区中小学生征集作文、书

画、摄影、剪纸等各类作品。要求：

1.文体不限，形式不限

2.文章具有真情实感

3.严禁抄袭

4.邮箱：

jsxyjsxy2404201924042019@sina.com@sina.com
5. 来稿请注明学校、年级、班级、姓名，

以及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便于稿费发放。

征稿启事

一天，奶奶带我和弟弟乘枫泾6路车回乡下。车开到

“枫泾牌楼”站时，上来一位老奶奶。她对司机说，她出门

忘带钱了，能不能让她今天乘一乘，明天还钱。司机说：

“你要是经常坐这车，我可以允许你这样做。可是你很少

乘这路车，万一赖帐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司机太不近情理了，难不成让老奶奶走

到乡下？但听了司机后面的话，我就原谅了这个司机。

原来这位司机以前也遇到过今天这样的情况，他也确实

好心地同意过乘客同样的要求。结果，直到今天，他也

没有收到过那位信誓旦旦说第二天一定还钱的乘客的

钱。

事情僵住了，老奶奶确实没钱，司机收到钱之前不

肯开车。这时我奶奶上前一步，掏出一元钱，对那位老

奶奶说：“给您，这一元钱就算我送您了！”那位老奶奶

激动地说：“谢谢！谢谢！这可救了我的急了！但这

钱，我是一定要还的！请你把地址告诉我，我明天一定

过来还钱！”奶奶说：“没事！如果您真的要还的话，就

放在我们小区的门卫那里吧！”然后奶奶把我们小区的

名字告诉了她。

这位老奶奶把奶奶给她的一元钱投进了售票机，司机

终于发动了车子。奶奶走回我们身边时，我对奶奶报怨

说：“你可真多事！一车人都不管，连司机都不管，要你去

管什么呀？又浪费了一元钱！”奶奶说：“做人不能太吝啬，

否则名声会臭的，而且这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我只好

闭上了嘴。

我本以为这事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晚上，我们全家

吃过晚饭去散步，走过小区门卫的时候，保安公公叫住了

我们，问我奶奶是不是在6路车上为一位老奶奶付过一元

钱的车费？得到奶奶肯定的回答后，他立即从岗亭桌上拿

起一元钱递给了奶奶。

然后保安公公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了那位老奶奶

来还钱的情景。早晨，他刚上岗，一位老奶奶就问他，这

是不是某某小区？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那位老奶奶就把

一元钱交给了他，并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还给带两个孙

儿的老奶奶。他说这个小区有两个孙儿的老奶奶多了去

了，让他还给谁去呀？那位老奶奶说他一定有办法的。

那位保安公公看着我奶奶说：“我知道是您！因为您最热

心！”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我的眼睛湿润了：那位奶奶确实

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为我昨天的举动和想法感到羞愧，对

我的奶奶更敬佩了！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二个词语之一。《左

传》中就有：“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一件小事见人

心！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人人都讲诚信，我们的社会必将更

加美好。

星期天上午，我和爸爸一起来到区政府南面

的景观湖游览。

我们站在景观湖南岸入口放眼远望，整个景

观湖都呈现在眼前。近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

个铺满草坪的圆平台，圆平台往湖面伸展出去又

接连着一个小的平台，小的平台边沿设有五个钓

鱼台。站在高处往下看，好似一个巨人的手掌。

离开圆平台往东走是景观湖的喷泉操纵台。

每到周末晚上，景观湖上都有半个小时的喷泉灯

光表演。随着优雅的乐曲声，湖中央上百股喷泉

此起彼伏，刹时灯光骤起，时而一片红光，时而绿

色紫色交叉，整个湖面五彩斑斓，绚丽夺目，美不

胜收。喷泉的水柱时而高，时而低，时而剧烈旋

转，最高的达几十米。

喷泉操纵台往东北沿湖面一直往前走，我们

来到了景观湖的北岸。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漂亮

的中心花坛，花坛中央矗立着一个绿植大花篮，这

个大花篮外围由六个菱形组成，每个面都有一个

汉字，我四周转了一圈，发现它们分别为“礼、善、

诚、孝、贤”五个字，第六面是一张笑脸。告诉我们

要做“文明礼仪金山人”。在这个绿植大花篮的两

旁，还分别有两只大天鹅，展开翅膀，似乎是这个

大花篮的守护者。

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流连忘返的景观湖啊！

一天早上，哥哥送给我一个惊喜——

一只小乌龟。我如获至宝，从此，我也有宠

物啦！

小乌龟有一个小小的像蛇一样的头，

上面长着一双绿豆大小的眼睛，忽闪忽闪

的，像两颗黑宝石。它的鼻子比米粒还小，

像针眼似的，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呢！

乌龟身上背着一个坚硬的外壳，像古代战

士穿的铠甲，短短的四肢和小尾巴都缩在

硬壳下。

小乌龟吃食时，可有趣啦！我喂它吃

虾米，它先是探出脑袋，看了一下四周没动

静，然后迅速地把虾米叼在嘴里，慢慢享

用。游泳的时候，乌龟的脚像船桨一样在

划着水，就像是一名游泳健将。瞧，它可爱

极了。

我觉得有了小乌龟，我的生活变得更

有趣，更快乐了！

改过自新

一件小事

金山实验二小 三（2）班 盛宇豪

游景观湖
金山实验二小 四（5）班 刘徐海

枫泾小学 五（5）班 叶景航

开学以来，我一直都没有进入学习状

态，整天心不在焉，满脑子想着出去玩，作

业也写得马马虎虎。

一时的开心换来的就是不好的学习成

绩。当我看到数学考了C的时候，心里慌

了。不出所料，陶老师找到我，苦口婆心地

交谈一番。我也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错

误，决心一定要端正学习态度，好好学习，

不能让妈妈和老师失望。

放学回到家，我一反常态，没有奔向奶

奶备好的水果拼盘，就钻进了自己房间，自

觉地做起作业来。不一会儿，妈妈回来

了。我鼓起勇气跟妈妈说了我的成绩，她

严肃地说：“我已经知道了，老师找过我

了。”我惊呆了，时间一下子就像静止了，我

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过了几分钟，我

听到妈妈轻而有力地问道：“你打算怎么

办？”我低下头，咬了咬嘴唇，坚定地说：“从

今天开始，我保证端正学习态度，改头换

面，好好学习，不让你们担心。”妈妈摸了摸

我的头，语气温和地说：“那我就期待你的

表现，希望不会让我失望。”

第二天，我上交的语文写话作业竟得

了A-，我高兴极了。在写话方面，我一直是

弱项，这个好成绩燃起了我对于作文写话

的自信。但我也明白：这个A-的好成绩来

自于我昨晚的认真态度。

其实，全身心地认真对待一件事，才能

获得好回报。每个人都喜欢表扬，不喜欢

被批评，但是，不论表扬和批评，都是按自

己的表现来决定的。所以，小朋友们，我们

不能让爸爸妈妈操心，要认真学习，态度端

正，向孙中山那样做一个不懂就问的好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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