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洪浣宁）为响应“垃圾

分类新时尚”的号召，根据全国公共机构节

能宣传周的工作部署，6月 17日至 21日，

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同区委宣传部、区级

机关党工委、团区委、区生态环境局，在区

办公中心等五个集中办公点发起“垃圾分

类同行，绿色机关同心”主题宣传活动。进

一步提升机关干部职工垃圾分类意识，倡

导绿色办公，实现垃圾源头减量，资源再利

用，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共计3500余人

次参与活动，起到了显著的宣传效果。

其间，宣传展板每日放置于各办公点

食堂入口。通过数据说话（生活垃圾日产

生量、各类垃圾降解速度、各类可回收物

利用价值），让干部职工切实体会到垃圾

分类的迫在眉睫、绿色节能的深远意义，

同时展示绿色办公应知应会，让干部职工

掌握各类常见办公垃圾所属分类，并提倡

无纸化办公、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

互动环节，气氛热烈。现场游戏“玩转

垃圾分类”通过将印有垃圾名称的纸牌放入

对应的四分类小垃圾桶，加深参与者对垃圾

分类的知晓度。“垃圾不会分，小布来帮忙”

引导参与者微信关注垃圾分类查询，主动

学习怎样去分类，培养更多的垃圾分类同

行者。其间还分发游戏奖品——可降解干

湿分类垃圾袋，鼓励干部职工在日常生活

中践行垃圾分类，并带动家庭、辐射社区。

节能周期间，还邀请了第三方专业机

构，在锦安东路办公点开展垃圾分类主题

讲座，讲解垃圾分类相关知识，与听众面对

面互动交流，解答疑难问题、深化分类意识。

本报讯（记者 王延）上海市节能环

保宣传周期间，上海绿色制造联盟正式揭

牌成立，宣告本市首个以推进工业绿色高

质量发展为目标的社会组织成立。

据介绍，上海绿色制造联盟是在上海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指导下，由上海市

节能环保服务业协会、上海外高桥第三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等 48家制造企业、高等院校、行业协会、

科研院所、第三方机构共同发起，自愿组

成的以推动本市工业绿色发展为目标的

非营利性组织。联盟由 6家单位任副理

事长单位。

上海已将绿色制造列为《全力打响

“上海制造”品牌加快迈向全球卓越制造

基地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重点

工作。目前，本市通过前期创建，共有市

级绿色工厂 37家，绿色园区 3家，绿色供

应链2家，绿色产品12项。

未来，联盟将汇聚政府、企业、科研院

所等多方力量，充分发挥资源整合优势，

重点围绕搭建宣传推广、创新研究、服务

指导等一站式服务平台开展工作，通过政

策宣传、标准制订、技术培训、交流推广，

分行业推动企业实施绿色制造，推动《上

海 市 绿 色 制 造 体 系 建 设 实 施 方 案

（2018-2020年）》落实，打造上海绿色制

造品牌。

节能宣传周倡导新时尚

上海绿色制造联盟揭牌

“绿色机关同心”活动现场的游戏环节吸引了不少参与者。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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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烁

家住浦兴路街道银桥花苑的张丽娟

阿姨，现在每次扔垃圾前有了一个新动

作：在湿垃圾袋上贴一个二维码。有了

这个二维码，这袋垃圾就有了专属身份，

被清运公司运回处置站点后，工作人员

一扫这个二维码，便知垃圾来自哪户居

民家。由此，管理者能做到垃圾分类的

溯源，而居民能增加绿色账户积分，换取

小礼物。

在浦兴路街道，包括银桥花苑在内，

有三个小区成为智能垃圾分类试点小

区，实行了这一“后追溯”的办法。记者

从浦兴路街道管理办了解到，垃圾袋贴

上二维码，就是为了实现源头可追溯，并

通过积分来激励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银桥花苑是浦兴第一个实施垃圾袋

贴二维码的小区。该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史守黎告诉记者，银桥花苑是在今年3月

开始启动垃圾分类试点，并在街道管理

办的指导下，实施了二维码溯源。

“小区有535户居民，试点开始前，就

由楼组长逐户上门发放针对每家每户定

制的二维码，每户 500个。”史守黎介绍，

居民在进行垃圾分类后，在湿垃圾袋上

贴上每户专属的二维码，然后才能投放

进垃圾桶，但不必破袋，直接投放。清运

公司把湿垃圾清运回去后，先根据袋子

上的二维码确认垃圾来自哪户人家，再

破袋检查垃圾分类情况，并根据分类正

确与否，决定是否给相应居民进行绿色

账户积分。

这一措施施行 3 个月，成效开始显

现。通过实行“一户一码”，居委准确掌

握了每户家庭参与垃圾分类及准确度的

情况。银桥花苑每个月会对清运公司反

馈的居民分类情况进行统计，发现超过

80%的居民都能参与分类，且分类合格率

达到 98%，但与此同时，有将近 100户居

民没有参与垃圾分类。“这其中有一些是

分类了但没贴二维码，也有一部分是房屋

空关或在进行装修，除去这些特殊情况，

有70多户居民是确实完全没进行垃圾分

类。”银桥花苑居委会主任姜轶介绍。

这样，居委会就可以针对那些较为

顽固地不参加垃圾分类的居民重点做工

作，也为 7月 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生效后的执法提供了依据。

在银桥花苑率先试点“一户一码”取

得不错效果后，浦兴路街道的中大苑和

金泽苑也在 5月份开始了这一试点。据

统计，目前，中大苑的538户居民中，参与

率达到 81.41%，分类合格率为 97.55%；金

泽苑 828户居民中，参与率达到 86.84%，

合格率更是高达99.58%。

垃圾是谁家的“扫一扫”便知道
浦兴路街道以科技手段精准追溯垃圾分类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本周起，霍尼

韦尔已根据即将正式实施的《上海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在其位于张江

的亚太总部及中国研发中心内，执行垃圾

分类投放工作，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到垃圾

分类推广工作中来。

记者了解到，霍尼韦尔上海园区所有

楼层公共区域、茶水间内的新分类垃圾桶

已经摆放到位，旧垃圾桶于6月14日全部

撤走。所有园区产生的垃圾将分为“可回

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四大

类，在茶水间、食堂、大堂、电梯厅等区域，

垃圾桶会全部换上新装。所有员工工位上

的小垃圾桶将被替换成四组大的分类垃圾

桶，分别放置在楼层的四个固定区域。同

时，霍尼韦尔各个楼层大厅也将设置可充

电蓄电池及纽扣电池专门回收点。霍尼韦

尔亚太房地产总监徐伦说：“霍尼韦尔2004
年就将亚太总部迁到上海，一直在上海以

及全中国积极践行绿色发展、文明发展理

念。上海是国家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

市，我们将积极支持上海做好这项有意义

而重要的工作。”

霍尼韦尔此前承诺，到 2022年每美

元营收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比2016年

降低10%，还提出了“东方服务于东方”战

略，立足中国国情，支持中国的可持续发

展，助力实现“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昨天上午，云

南大理·2019宾川葡萄产品推介会在浦东

举行，被誉为“高原葡萄城，南国吐鲁番”

的宾川县带来阳光玫瑰、宾川红提、克瑞

森3大主打葡萄品种，吸引了众多上海企

业、机构的参与。

宾川县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东部，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县域早熟葡萄

生产基地，2019年全县种植面积达 18万

亩，产量约 32万吨。独特的地理环境与

高标准种植技术，使得宾川葡萄具有果大

均匀、色泽温润、糖分充足、营养丰富、酸

甜可口、新鲜安全等特点。

宾川县委副书记、县长杨泽亮表示，未

来宾川县将不断提升品牌效应，助力消费

升级和乡村产业振兴，让宾川鲜果走向更

多城市、走进千家万户，为全国人民提供更

加安全放心的自然鲜果。

现场除了产品推介和品鉴，与会人员

还通过现场连线直播看到宾川葡萄的生

长环境，现场的农残检测等环节也吸引了

许多客商嘉宾的围观体验。上海果品协

会还在现场与云南纯境公司达成合作协

议，双方将就产品销售、品牌推广、渠道建

设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记者了解到，推介会的背后，是浦东

对口援建的努力。浦东援滇干部王勇介

绍，自浦东对口援建宾川县以来，通过项

目、人才、技术等方面开展对口援建，并通

过消费扶贫推动云品入沪，积极搭建平

台，多次组织上海企业走进宾川，推动宾

川县优质水果的销售。

本报讯（记者 徐玲 通讯员 袁蕙

芸）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医院消化内科马雄教授研究团队在消化

领域权威期刊《胃肠道》（GUT，影响因子

17.016分）在线发表了原创性研究成果，

明确了AIH患者粪便菌群结构与功能的

改变，提示了肠道菌群用于AIH疾病分

层的潜在可能性。

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马雄研究团队

在一个未经糖皮质激素治疗的大样本

AIH队列中对患者的肠道菌群结构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发现，AIH患者的

肠道菌群失衡表现为肠道菌群多样性降

低，且总体菌群结构和健康人群有所不

同。有11种菌属的相对丰度出现对照差

异。研究明确了AIH患者粪便菌群结构与

功能的改变，提示肠道菌群用于AIH疾病

分层的潜在可能性。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上海市教委高峰高原学科建

设计划、曙光学者计划等项目的资助。

宾川葡萄推介会举行

南国吐鲁番 浦东秀鲜果

仁济医院专家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粪便指标可监测自身免疫性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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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信访举报时间

6月10日-7月19日

6月10日-7月19日

6月10日-7月19日

6月10日-7月19日

6月10日-7月19日

7月1日-7月19日

根据区委的统一部署，四届区委第

八轮巡察已于 6月 10日正式启动，共对

塘桥街道、周家渡街道、潍坊新村街道、

洋泾街道、区妇联等 5家单位党组织和

全区 36个街镇的若干村居党组织开展

巡察。近日，区委巡察组进驻被巡察单

位工作动员会陆续召开。按照工作安

排，区委第六巡察组将于7月1日进驻区

妇联开展巡察。

本轮巡察将牢牢把握政治监督属

性，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深

入贯彻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和赵乐

际同志在市县巡察工作推进会上的讲

话要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决

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把“两个维护”

作为根本任务，按照“六围绕一加强”和

“五个持续”总体要求，突出政治建设，

强化政治监督。区委巡察组将结合不

同被巡察单位的特点和规律，结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开

展，聚焦党委（党组）政治责任，重点围

绕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检查贯彻落实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市委、区委重

大决策部署情况，坚决破除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围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着力发现和推动解决群众身边

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围绕贯彻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检查党建工作责任落

实、加强组织建设和选人用人情况；围

绕强化整改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检查

党组织整改落实情况等。同时，加强对

共性问题的调查研究，为完善体制机

制、深化改革提供参考，发挥巡察标本

兼治作用。

根据巡视工作条例有关规定，区委

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被巡察单位党组

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

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

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

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

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

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

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被巡察单位和

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浦东启动四届区委第八轮巡察

霍尼韦尔上海园区
积极推广垃圾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