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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武事务〔2017〕40 号 

 

关于印发《成都市武侯区推进公共机构 
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 

为建设美丽成都，促进绿色发展，按照成都市机关事务管理

文件
中共成都市武侯区委宣传部 
成都市武侯区机关事务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发展和改革局 
成都市武侯区环境保护局 
成都市武侯区城市管理局 
成 都 市 武 侯 区 商 务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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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都市环

境保护局、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成都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印

发<成都市推进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的通知》（成机

管发〔2017〕11 号）要求，现制定印发《成都市武侯区推进公共

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成都市武侯区机关事务中心   中共成都市武侯区委宣传部 

 

 

 

 

成都市武侯区发展和改革局     成都市武侯区环境保护局 

 

 

 

 

成都市武侯区城市管理局         成都市武侯区商务局 

                                2017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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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推进公共机构 

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中央、省、市、区关于加

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建设宜业宜居美丽幸福新武

侯，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促进资源回收利用，实现全区公共机构

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根据成都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等 6部门《关于印发<成都市推进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

案>的通知》（成机管发〔2017〕11 号）精神，特制定如下实施

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城市生活垃圾“四分类”的指导原则，逐步在全区公共

机构建立生活垃圾分类的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形成完善的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监督制度、回收处理流程、主体责任体系、检查考

核标准，实现生活垃圾分类信息化管理，努力做到应分尽分、应

收尽收，实现“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其他垃圾”的

规范分类和回收，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循环利用综合效益。 

二、实施范围 

全区各类公共机构。 

三、责任主体 

（一）全区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由区机关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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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牵头负责。 

（二）区政府集中办公区公共区域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由

区机关事务中心统一组织实施，各单位办公区内生活垃圾强制分

类工作由各单位自行负责。 

（三）各街道办事处、非集中办公区内的部门及下属单位办

公区域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由各街道办事处、非集中办公区

内的部门及下属单位自行负责。 

（四）区教育局、区卫计局等行业主管部门牵头负责本级本

行业内所属各类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  

四、方法步骤 

（一）制定方案。 

2017 年 12 月 20 日前，各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按照可回

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其他垃圾“四分类”，因地制宜制

定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实施方案，自行或通过市场化手段委托专业

机构组织实施本部门及下属单位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 

（二）组织实施。 

1.2017 年底，区政府集中办公区率先推进实施生活垃圾强制

分类，全区党政机关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均达 70%。 

2.2018 年底，全区党政机关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 100%，

除党政机关外的各类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 70%。 

3.2019 年底，全区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 100%。 

（三）检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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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度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指标纳入区委、区政府

目标考核体系；区机关事务中心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区公共机构

2017-2018 年度、2019 年度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情况进行检查验收，

结果纳入当年区委、区政府目标考核。 

五、工作重点 

（一）搞好调查研究。开展好实地调研和摸底调查，掌握各

类公共机构生活垃圾种类数量、分类现状，掌握区域范围内生活

垃圾投放点、转运站、废品回收网络和资源回收企业等相关情况。 

（二）完善制度措施。认真分析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的困

难和问题，结合单位实际和工作要求，研究制定本部门及下属单

位、本行业系统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管理制度和工作措施，

细化生活垃圾分类、存放、回收、运输、处置等流程和制度，确

保制度措施可操作性强。 

（三）合理设置设施。按照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标识设置分类

收集容器及相关暂存设施，办公室内按“可回收垃圾、其他垃圾”

进行两分类，楼道、大厅、院落等公共区域应至少设置“可回收

物、其他垃圾”两分类垃圾桶，有条件的可增设“纸张、塑料、

金属、玻璃”等细分类垃圾桶，并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暂存场所。 

（四）强化危废管理。设立有害生活垃圾专门场所和容器，

对不同品种的有害垃圾进行分类投放、收集、暂存，在醒目位置

设置有害垃圾标志，由具备资质的机构进行收运处理；对列入《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39号）的品种，要设置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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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存场所。 

（五）分类妥善处置。可回收物交由再生资源回收企业进行

资源化处置，电器电子产品、文件资料等应遵循保密规定，履行

资产处置程序。餐厨垃圾“日产日清”，交由餐厨垃圾处理厂进

行处理。其他垃圾按现行环卫管理模式，交由环卫服务公司清运，

进行焚烧、填埋等无害化处理。 

（六）推进台账管理。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台账制度，详细记

录餐厨垃圾、电器电子类资产等生活垃圾的数量、去向；各街道

办事处、区级各部门及下属单位可建立集中处置平台，对废弃电

器电子类产品进行统一回收处置。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及下属单

位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重

要讲话精神，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将生活垃圾强

制分类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岗位职责，形成

齐抓共管、各司其职的工作格局。 

（二）落实主体责任。各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及下属单

位要将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纳入常年工作内容，所需经费纳入

单位经费预算；健全规章制度，建立激励机制，强化行为约束，

推行目标责任制，纳入监督考核、示范创建内容，定期通报垃圾

分类工作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 

（三）加强宣传引导。利用报纸、画册、电视、微信、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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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等媒介和方式，宣传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知识，强化生活垃圾

强制分类意识，增强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

性。各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及下属单位要组织开展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培训，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业务能力。 

（四）深化协调配合。深化部门协调、区域配合，主动与区

域内环卫、城管等部门沟通衔接，积极争取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

行政主管部门支持。统筹考虑、系统谋划、周密部署，以“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抓好“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

类运输、分类处理”四个环节，推行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 

（五）搞好填报统计。各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及下属单

位按季度统计生活垃的种类、数量，分析其变化趋势，定期检查

梳理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情况，于每年 11月 10 日前将相

关情况及《成都市武侯区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情况统计表》（含

电子版）报送至区机关事务中心。 

 

联 系 人：黎  进 

联系电话：028-85556488 

电子邮箱：280758146 @qq.com 

 

附件：1. 公共机构常见生活垃圾分类细则 

2. 成都市武侯区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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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公共机构常见生活垃圾分类细则 
 

一、可回收物 

可回收物就是再生资源，指生活垃圾中未经污染、适宜回收

循环利用的废物，主要包括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纸张、废塑料、

废玻璃、废金属等五类，是现阶段生活垃圾分类的主要工作和影

响垃圾减量的重要因素。 

可回收物回收箱为蓝色容器。 

（一）电器电子产品类 

废弃计算机、打印机、复印件、传真机、扫描仪、投影仪、

电视机、空调机等。 

（二）纸类 

1.平面纸张：报纸、复印纸、宣传单、包装纸、信封、硬纸

板等； 

2.纸盒（箱）：纸板箱、包装盒（如点心盒、纸巾盒）、牛

奶（饮料）利乐包装等。 

（三）塑料类 

1.瓶类：PET 塑料瓶（矿泉水瓶、饮料瓶）、硬质塑料瓶； 

2.其他容器类：塑料盒（如冰激凌盒）、塑料杯（如酸奶杯、

果冻杯）、软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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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装类：塑料袋、保鲜袋（膜）、包装袋（如零食包装袋、

快递包装袋）、塑料泡沫、气泡缓冲材料、水果网套、热饮（如

咖啡杯）杯盖等； 

4.其他塑料制品：废弃塑料文具等。 

（四）玻璃类 

玻璃瓶、白炽灯泡、碎玻璃、其他玻璃制品。 

（五）金属类 

金属罐（如易拉罐）、金属盒、其他金属制品、金属文件柜。 

（六）办公用品类 

沙发、茶几、办公桌、文件柜、椅子等办公家具。 

二、有害垃圾 

有害垃圾，指生活垃圾中对人体健康或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

潜在危害的物质，必须单独收集、运输、存贮，由环保部门认可

的专业机构进行特殊安全处理。 

有害垃圾收集箱为红色容器。 

（一）电池类 

纽扣电池、充电电池（如手机电池）。不含普通干电池（如

1号、5号、7号电池，因具生产已达到国家低汞或无汞技术要求，

现作为其他垃圾投放）。 

（二）含汞类 

废荧光灯管、废节能灯、废水银温度计、废水银血压计、荧

光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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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废药类 

过期药品为有害垃圾，装药片的瓶子可以根据材质作为可回

收物投放。 

（四）油漆、废农药类 

废油漆、废农药、杀虫剂等残余液体，需和容器一起作为有

害垃圾投放。 

三、餐厨垃圾 

公共机构产生的餐厨垃圾，主要为食堂剩菜、剩饭及烹饪过

程中产生的菜帮菜叶、肉类鱼虾废弃部分、蛋壳等，做到“日产

日清”。纸巾、牙签等不可生化降解，需与餐厨垃圾分开投放。 

餐厨垃圾投放箱为绿色容器。  

四、其他垃圾 

其他垃圾，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外的其他生

活垃圾，即现环卫体系主要收集和处理的垃圾。其他垃圾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废弃物： 

（一）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废弃物中不可回收的

部分。 

（二）纺织类、木竹类废弃物中不可回收的部分，如拖把、

抹布、牙签、一次性筷子、树枝等。 

（三）灰土类、砖瓦陶瓷类废弃物、其他混合垃圾，如清扫

渣土、陶瓷碗碟、大块骨头、植物硬壳、枯萎花草等。 

其他垃圾投放箱为灰色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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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项 

（一）将回收价值高的可回收物率先分类投放，如报纸杂志、

纸板箱、包装盒、PET 塑料瓶、易拉罐等，确保这一类可回收物

不被混合垃圾污染。 

（二）不要将已被污染、潮湿、污渍无法清除的物品投入可

回收物收集容器，如被油渍污染的餐盒、食品包装盒等。瓶罐投

放前倒空瓶内液体并简单清洗，有瓶盖的不需将瓶盖与瓶体分开

投放，确保可回收物收集容器中的其他废品不被污染，尊重和维

护他人分类的成果。 

（三）不确定是否可以回收（或本指引中未明确说明）的废

纸、废塑料，在未被污染的情况下，请先投放至可回收物收集容

器。 

（四）各类公共机构要建立台账，详细记录生活垃圾种类、

数量、贮存、移交、去向、处理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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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成都市武侯区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情况统计表（    年） 
 

单位：         填报人：        负责人：       电话：         填报时间： 

类       别 单 位     月份     月份      月份 备注 

一、可回收物 kg 必填 必填 必填  

 
 
 
 
 
 
 
 

（一）

电器电子产品类 kg 必填 必填 必填  

1 废弃计算机 台     

2 打印机 台     

3 复印件 台     

4 传真机 台     

5 扫描仪 台     

6 投影仪 台     

7 电视机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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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空调机 台     

  …… 台     

（二）

办公用品类 kg 必填 必填 必填  

1 沙发 件     

2 茶几 件     

3 办公桌 件     

4 文件柜 件     

5 椅子 件     

  ……      

（三）

纸类 kg 必填 必填 必填  

1 平面纸张      

2 纸盒（箱）      

  ……      

（四）
塑料类 kg 必填 必填 必填  

1 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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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容器类      

3 包装类      

4 其他塑料制品      

  ……      

（五）

玻璃类 kg 必填 必填 必填  

1 玻璃瓶      

2 白炽灯泡      

3 碎玻璃      

4 其他玻璃制品      

  ……      

（六）

金属类 kg 必填 必填 必填  

1 金属罐（如易拉罐）      

2 金属盒      

3 其他金属制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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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类 kg     

二、有害垃圾 kg 必填 必填 必填  

 
 
 

（一）

电池类 kg 必填 必填 必填  

1 纽扣电池      

2 充电电池      

  ……      

 
 
 
 
 

（二）

含汞类 kg 必填 必填 必填  

1 废荧光灯管      

2 废节能灯      

3 废水银温度计      

4 废水银血压计      

5 荧光棒      

  ……      

（三） 废药类 kg 必填 必填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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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过期药品      

  ……      

（四）

油漆、废农药类 kg 必填 必填 必填  

1 废油漆      

2 废农药      

3 杀虫剂残余液体      

  ……      

（五） 其他类 kg     

三、餐厨垃圾 kg 必填 必填 必填  

 1 餐前垃圾 kg 必填 必填 必填  

 2 厨余垃圾 kg 必填 必填 必填  

四、其他垃圾 kg 必填 必填 必填  

（一）
纸类 kg     

1 塑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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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玻璃类      

3 
金属类废弃物中不可回
收的部分 

     

  ……      

 
 
 
 
 

（二）

纺织类 kg     

1 拖把      

2 抹布      

3 牙签      

4 一次性筷子      

  ……      

 
 
 
 

（三）

其他类 kg     

1 砖瓦陶瓷类废弃物      

2 园林绿化垃圾      

3 其他混合垃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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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分析      

（一） 合计 kg 必填 必填 必填  

（二）
垃圾分类 
减量率 

小计（分类回收的可回
收物、厨余垃圾和有害

垃圾） 
kg 必填 必填 必填  

（分类回收的可回收
物、厨余垃圾和有害垃
圾）÷楼宇内垃圾排放

总质量

% 必填 必填 必填  

（三）
资源 
回收率 

楼宇内已回收的可回收
物的质量÷楼宇内垃圾

排放总质量 
% 必填 必填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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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机关事务中心              2017 年 12 月 2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