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洪垃分办发〔2020〕19 号

南昌市 2020 年 6 月份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情况的通报
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新区）管委会，市直各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对垃圾分类工作重
要指示精神，全面推进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根据《南昌市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办法》，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组织人员对各县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情况进行考核，现
将考核情况通报如下：
一、2020 年 6 月份城区组考核得分情况
城区

得分

排名

东湖区

90

1

青山湖区

89.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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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谷滩新区

89

3

西湖区

87.8

4

高新区

85.9

5

经开区

85.7

6

湾里区

82.3

7

青云谱区

80.3

8

二、2020 年 6 月份三县一区组考核得分情况
南昌县

83.9

1

安义县

83.1

2

进贤县

82.5

3

新建区

80.1

4

三、具体考核情况
（一）体制机制建设（14 分）
1. 各县区(开发区、新区)党委、政府、管委会主要领导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2 分)
（每季度汇报一次）
各县区不扣分
2. 制定工作方案，建立年度工作计划并有效执行(1 分)
各县区不扣分
3.建立县区、街道(镇、处)管理机构（1 分）
各县区不扣分
4.建立领导挂点包片机制（1 分）
东湖区、青山湖区、青云谱区、湾里区、进贤县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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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县区扣 1 分
5. 建立县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协调、例会机制（1 分）
湾里区报送材料不完善，扣 1 分
6.配备街道(镇、处)、社区(村)专职人员（1 分）
各县区不扣分
7.配备督导员（1 分）
各县区均未足额配齐督导员扣 1 分
8.建立稳定持续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4 分）
各县区不扣分
9.建立考核制度并有效执行（1 分）
各县区不扣分
10. 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县区文明单位考核（1 分）
各县区不扣分
（二）示范片区（17 分）
1.建立以街道(镇、处)为单位的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2
分)
各县区不扣分
2.建立示范片区基础台账，内容包括：分类投放、收集、
运输等责任主体;分类投放、收集、运输作业形式、作业时间等;
厨余垃圾（有处理设备）、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的
数量、分类准确率、参与率等（5 分）
各县区不扣分
3.达到标准的居民户数占全区总户数的比例不断提高(6
分)
示范片区居民数占比：各县区不扣分
市民知晓率：各县区不扣分
4. 其他垃圾中不得混入有害垃圾。(4 分)
各县区均存在其他垃圾中混入有害垃圾的现象扣 4 分
（三）设施建设（17 分）
1.居民区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投放
设施标识清楚整洁完备，投放点设置指示牌，小区设置公示牌。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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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投入占比：各县区不扣分
设置投放点公示牌：各县区不扣分
2. 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运输车
辆完备，统一标识(3 分)
各县区不扣分
3.厨余垃圾收集转运设施完备(2 分)
各县区不扣分
4.有害垃圾收集暂存转运设施完备(3 分)
各县区不扣分
5.可回收物及时规范收集运输(3 分)
各县区不扣分
（四）分类作业（12 分）
1.有害垃圾投放管理规范(3 分)
各县区不扣分
2.可回收物及时规范运行(2 分)
各县区不扣分
3.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规范，投放点干净整洁(3 分)
各县区不扣分
4.小型垃圾转运站、压缩站、清洁站等操作规范，群众无
投诉(4 分)
各县区不扣分
（五）组织动员（13 分）
1.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基层党建工作(2 分)
青云谱区、湾里区、新建区、南昌县、进贤县、安义县未
联合区级组织部门联合开展垃圾分类党建工作。扣 2 分
2.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 分)
湾里区、安义县扣 2 分
3.组织志愿者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 分)
各县区不扣分
4.组织辖区管理人员培训(1 分)
各县区不扣分
5.开展入户宣传，引导居民积极参与(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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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不扣分
6.开展学校、家庭、社区互动实践活动(1.5 分)
各县区不扣分
7.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奖惩榜、公示榜等激励督促制度(1 分)
各县区不扣分
8.物业公司积极配合生活垃圾分类企业及相关单位开展工
作(2 分)
各县区不扣分
（六）公共机构（5 分）
1.制定并实施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1 分)
各县区均未报送对区级公共机构检查考核通报。扣 1 分
2.建立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基础台账，内容包括：分类
投放、收集、运输、处理责任主体、作业形式、作业时间等;
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的数量、分类准确
率、公共机构覆盖率等(3 分)
各县区不扣分
3.要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通过军地协作，共同推进军队
营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1 分)
青云谱区、湾里区、新建区扣 1 分
（七）宣传工作（7 分）
1.每月开展主题宣传活动(2 分)
各县区不扣分
2.利用网站、微信公众号、自媒体等手段开展宣传(1 分)
各县区不扣分
3.设置宣传展板(2 分)
各县区不扣分
3. 每周三 12 时报送工作信息(2 分)
各县区不扣分
（八）信息报送（5 分）
1.每月 28 日前按时向市垃分办报送国家住建部所需资料
(3 分)
各县区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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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容详实，数据准确(2 分)
湾里区扣 1 分
（九）创新举措、媒体报道（10 分）
1. 创新举措（4 分）
西湖区在 6 月 18 日市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工作调度会议
后，闻风而动，率先建设了一座占地 2000 平米西湖区生活垃圾
分拣中心，集成了再生资源回收分拣，有害垃圾存储，大件垃
圾破碎、其他垃圾转运、分类宣传教育等多功能一体的生活垃
圾综合类分拣中心，随着该中心的落成，标志这我市生活垃圾
分类处置及转运能力得到了再次提升。加 2 分
青山湖区充分结合环卫设施建设，在彭桥公厕、橡胶厂三
区公厕、华安社区公厕、青山湖小区垃圾分类中转站的墙体进
行了垃圾分类宣传艺术绘画，通过墙面绘画，既美化了公厕和
垃圾分类中转站的形象，又增强了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取得了
良好示范引领效应。加 2 分
湾里区在全市率先引入第三方考评公司对辖区内各街办
（镇、处）的生活垃圾垃圾分类工作，采取专项调查、抽样调
查和实地核查等方式，使生活垃圾分类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做到
了更加公正透明科学有效。加 4 分
2. 媒体报道（6 分）
东湖区 6 分、西湖区 2.8 分、青山湖区 3.7 分、青云谱区
1.3 分、红谷滩新区 6 分、经开区 2.7 分、高新区 2.9 分、新建
0.1 分、南昌县 2.9 分、安义县 4.1 分、进贤县 0.5 分、湾里
1.3 分
（十）媒体曝光（5 分）
青云谱区昌南农贸市场周边环境差、垃圾未及时清理被南
昌一套进行曝光，扣 2 分。
四、成绩分析
1.好的方面：
本月，各县区加大了垃圾分类宣传力度，利用多种宣传形
式，积极搭建互动平台，提升了人民群众对垃圾分类意义的认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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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存在问题：
一是各县区均存在生活垃圾混装混运现象。
二是各县区均未报送对公共机构的检查考核通报。
三是党建引领作用不明显，青云谱区、湾里区、新建区、
南昌县、进贤县、安义县均未联合区级组织部门联合开展垃圾
分类党建工作
四是部分单位领导对垃圾分类工作缺乏应有的重视，工作
布置不细致，市林业局、市交通运输局等部门未在规定的时间
节点，未报送本单位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或报送内容不完善。
请各县区、各单位继续发扬好的做法，同时针对存在的问
题要及时整改、查漏补缺；坚持高位推进，形成齐抓共管，加
强宣传培训、营造良好氛围；强化监督管理，严禁混装、混运；
加大经费投入，人员保障到位；开展志愿者活动，人人动手参
与。要通过各项良好举措，不断提升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成
效。

南昌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30 日

抄报：吴晓军书记、黄喜忠市长、宋铀副市长、杨保根副秘书长。
南昌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6 月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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