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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区餐厨
垃圾集中收运处置
项目处理设备的调
试启用，餐厨垃圾
集中收运工作将在
我区全面展开。5
月 11日，区城管、
公安、市场监管、
农业农村、生态环
境、文体广电和旅
游、教育等部门的
有关领导，光大餐
厨负责人，水秀餐
饮企业代表参与餐
厨垃圾集中收运处
签约启动仪式。为
此，记者采访了区
城管局市容环境管
理中心负责人孙洁。

一组萌态十足的卡通形
象，一场趣味纷呈的垃圾分类
家庭趣味赛。5月 11 日下午，

水秀天地的中庭搭建起了一个特
殊的舞台，吴江区城管局一改往
日的严肃端庄，以Q萌、趣味的

风格塑造城管良好形象，有效传
播垃圾分类知识，实力“圈粉”
市民。

活动现场，一群“绿马甲”们“摩
拳擦掌”，等待着垃圾分类家庭趣味赛
的开始。

区鲈乡实验小学一年级的刘正宇和
妈妈田女士坐在参赛席的第一排，他们
是第13组参赛家庭。尽管周边人声鼎
沸，母子俩还在认真地翻看垃圾分类的
知识。田女士说，自己是幼儿园的保育
员，在工作中也时常会引导孩子进行垃
圾分类，但为了陪儿子参加这次比赛，
她还是足足准备了三天。她希望通过比
赛帮助孩子了解垃圾分类知识，并帮助

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这场垃圾分类家庭趣味赛吸引了30

多组家庭100多人参加。比拼激烈的“分
类知识抢答”、考验眼力的“分类竞速
赛”、挑战脚力的“快乐搬运工”……比
赛现场，笑声、掌声不断。

“废弃家电放在绿色的桶里，过期的
药品放在这里……”第4组参赛家庭是一
对“淡定”的父子，他们有条不紊地将不
同种类的垃圾分拣到对应的垃圾桶里。父
亲袁伟从事餐饮行业，儿子袁德星是花港
迎春小学三年级学生。袁伟告诉记者，在

得知比赛信息后，他就和儿子商量要报名
参赛，两人还分工合作“补习”了一些垃
圾分类的知识，“平时孩子上学，没有什么
机会干家务，带孩子体验比赛，主要还是
让孩子多一些生活上的经验。”

第 25组陈彦茹家庭最终获得冠军。
“女儿抢，我作答，第一个环节我们配合得
很默契，三题都得分了。”陈爸爸解释，妻
子工作中会涉及很多垃圾分类的知识，平
时她在家里也经常给孩子传播此类知识。
在陈爸爸看来，这场比赛最大的收获是与
女儿的亲子时光。

垃 圾 分 类 趣 味 纷 呈

“将餐厨废弃物、废弃食用
油脂交给符合规定的单位收集、
运输、处置；做好餐厨废弃物分
类收集，不在餐厨废弃物中掺杂
其他垃圾；不将餐厨废弃物倒入
居民生活垃圾桶或随地倾倒；将
餐厨废弃物收集桶存放在指定
位置，按时配合收运人员上门
接收……”水秀天地味之觉美蛙
鱼头的负责人代表餐饮企业发出
倡议，他的倡议也赢得了观众的
阵阵掌声。

餐厨废弃物集中处理，不仅能
有效降低餐厨垃圾对环境的污染，
还能从源头上杜绝“地沟油”等食
品安全问题。在广大市民的共同见
证下，区城管局、区公安局等7家
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和光大餐厨负
责人、水秀餐饮企业代表一起，参
与区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签约启动仪
式。

区城管局副局长杨志良介绍，
吴江光大环保餐厨处理有限公司通
过公开招标获得吴江区范围内餐厨

废弃物处置许可，依法取得餐厨废
弃物处置特许经营权。他希望光大
餐厨应提高服务意识，确保质量，
严格依照有关法规和标准做好日常
收运处理工作，严禁餐厨垃圾回流
餐桌或二次污染，保障食品安全和
环境质量。同时，他也提醒各餐饮
企业加强行业自律，依法签订餐厨
垃圾收运协议，将餐厨垃圾分类收
集后交由特许经营企业收运处理，
同时在日常经营中倡导“理性消
费，绿色用餐”。

餐 厨 垃 圾 规 范 处 理

“Hi，大家好，我叫‘城
城’，是一名城管人……”头上
有犄角，脸蛋圆乎乎的Q版城
管卡通形象“城城”在视频中一
亮相就吸引了现场观众的眼光。
视频中，“城城”向广大市民介
绍了城市管理工作主要的工作职
能，以简单直白的语言阐述了

“满意城管”的品牌内涵。

现场，一组以综合执法队员、
市政工作人员、环卫工人为原型设
计的立体的“城城”吸引了众多市
民驻足合影。“水逆扫光光”“整条
街最靓的仔”“照亮你的美”……
流行的网络语言准确俏皮地阐述了
城管的工作，让大家颇为新奇。

“印象中城管工作者都是一本
正经的，这个小牛的形象倒是挺亲

切。”市民刘先生拿着手机给女儿和
妻子与“城城”合影。

“以前我觉得城管就是管理小摊
小贩的，今天好像对他们有了新认
识。”通过Q版卡通形象的发布，
市民顾阿姨对城管工作有了更多了
解。

视频中，“城城”还对创建文明
城市发出倡议。

Q 版 城 管 实 力 圈 粉

Q趣“加盟”，让“满意城管”更满意
——记Q版城管形象发布暨2019垃圾分类家庭趣味赛

本报记者 徐飞悦

吴江是经济发达地区，
属于三产服务业的餐饮业也
十分兴旺，随之带来的问题
是：如何科学、合理地处置
餐厨垃圾？

孙洁介绍，餐厨垃圾在
没有科学收集之前，很大一
部分被个体户收走。这些垃
圾有的被销售给养猪户，也
有的被小作坊提炼加工等。
去年，吴江对规模化养殖和

“散乱污”企业多次集中整
治，取缔了这些养殖场和

“散乱污”企业。今年，集
中收运和处置餐厨垃圾已是
箭在弦上。

“没有统一的处置和监

管，油脂有可能通过地沟油加
工流入餐桌，对居民健康造成
威胁，泔水在收集和运输过程
中沿途洒落，还会污染城市道
路，影响市容环境卫生。”孙
洁说，对餐厨垃圾进行集中收
集、运输、科学处理是一项利
国利民、造福后代的长期性工
作。她告诉记者，《江苏省餐
厨废弃物管理办法》《苏州市
餐厨垃圾管理办法》等，已经
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餐厨垃圾
单独投放、统一收运、集中处
置的具体要求，也对违法排
放、收运与处理餐厨垃圾的行
为明确了具体打击与处罚要
求。

吴江餐厨垃圾的处置现状

集中收集到的餐厨垃
圾，将被送到位于我区八坼
环保产业园内的吴江区餐厨
废弃物资源化处置厂，进行
统一处理。

孙洁告诉记者，吴江区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置厂建
设是区政府的重点项目，今
年3月基本建成后开始了设
备的调试，目前各项处置功
能已达到标准要求，可日处
理餐厨垃圾 200 吨。“去
年，吴江光大环保餐厨处理
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招标，获
得了吴江区范围内餐厨废弃
物处置许可，并依法取得了
餐厨废弃物处置特许经营

权，成为吴江区唯一合法餐
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置
单位。今年，该公司将国内
外一流的自动化装备引入吴
江，接下来将按照高标准、
高质量的要求对餐厨垃圾进
行处理。”

孙洁说，餐厨垃圾经过
科学处理，将会产生出清洁
能源沼气，满足供电、供热
等方面的需求；地沟油将会
被进一步提炼成生物柴油，
得到能源利用；其他的残
渣，也将与生活垃圾一并实
现焚烧发电资源化利用，在
保障食品安全的同时，真正
实现了“变废为宝”。

如何让餐厨垃圾“变废为宝”

吴江全区有机关、学校、企业
食堂，大中小型餐饮单位约 1700
家，日产餐厨垃圾 150 余吨。孙洁
介绍，2019 年主要在这些单位中推
进，首批签约单位有 49家，其中已
完成了太湖新城所有学校食堂的接
收工作。

“餐厨垃圾集中收运、处置均由
政府买单，食堂与餐饮单位无需出
资。”孙洁说，首先是分批、逐步扩
大收集区域，从中心城市向区镇推
广，并依托各区镇环卫部门，实现餐
饮单位的全覆盖，然后再查漏补缺，
在全区形成餐厨垃圾必须集中处置的
统一认识。

孙洁还介绍，在餐厨垃圾投放、
收运、处置中将禁止下列行为：将餐

厨垃圾与其他生活垃圾混合投放；将
餐厨垃圾交由未取得许可的单位、个
人收集运输、处置或者未经许可从事
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置；随意倾
倒、抛撒餐厨垃圾；擅自从事餐厨垃
圾收运、处置活动；在运输过程中沿
途丢弃、遗撒餐厨垃圾；以餐厨垃圾
为原料生产、加工食用油和其他食品
等。

“今后我们将把餐饮单位违规
处置餐厨垃圾行为作为重点监管
事 项 ， 实 施 常 态 化 严 控 和 监 督 。
对未按规定处置餐厨垃圾的餐饮
单位，将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力
争 从 源 头 上 有 效 控 制 违 规 拉 运 、
处置餐厨垃圾的行为发生。”孙洁
表示。

稳步推进餐厨垃圾集中处置

让餐厨垃圾更好地实现无害化处置
——访区城管局市容环境管理中心负责人孙洁

本报记者 韦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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