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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的通知》（建城〔2019〕56号）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具体

安排，依据《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广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实施方案》等有关规定，持续深入推进我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一

步强化示范引领，指导我省各地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工作，广

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编制了《广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指

引（试行）》。

本指引适用于我省各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单位、示范街道和示范

区的创建。

本指引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 总则；第二章 术语和定义；第三章 生

活垃圾分类示范单位创建指引；第四章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创建指引；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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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为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

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建城〔2019〕56号）、《广

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强化示范引领，

指导我省各地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工作，制定本指引。

1.2 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我省各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单位、示范街道和

示范区的创建。

本指引可供我省各地级以上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机构使用，各地

可根据本指引并结合本市实际，进一步细化完善，组织实施、指导、

评定本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单位、示范街道和示范区的创建工

作。

本指引可供广东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使用，

各行业主管部门可根据本指引并结合本行业实际，制定本行业垃圾分

类示范创建标准。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工作除符合本指引外，尚应符合现行

国家、地方有关标准和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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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术语和定义

2.1 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各地级及以上城市要以街道为单元，开展生

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结合我省工作实际，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

区分为街道和区两个层级。

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在科学管理、宣传发动、分类设施、分类

效果等四方面均满足示范要求的街道（区）可认定为“基本建成生活

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2.2 生活垃圾分类达标单位

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在科学管理、宣传发动、分类设施、分类

效果等四方面均满足达标要求的单位可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达标单

位”。

2.3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单位

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在科学管理、宣传发动、分类设施、分类

效果等四方面均满足示范要求的单位可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单

位”。

2.4 生活垃圾产生源划分

根据《广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引（试行）》，城市生活垃圾

产生源划分为居民区、办公区、公共场所、文教区、医疗机构、餐饮

机构、集贸市场、其他产生源等八类，具体如下：

（1）居民区产生源包括居民社区（小区）以及企事业单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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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区内的居民楼等。

（2）办公区产生源包括党政机关，科研、文化、出版、广播电

视等事业单位，协会、学会、联合会等社团组织，各类企业单位等用

于办公的场所及用房。

（3）公共场所产生源包括道路、公路、铁路沿线、桥梁、隧道、

人行过街通道（桥）、机场、港口、码头、火车站、长途客运站、公

交场站、轨道交通车站、文化和体育场馆、商场超市、公园、旅游景

区、河流与湖泊水面等。

（4）文教区产生源包括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中小学（中职

学校）、高等学校等。

（5）医疗机构产生源包括医院、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

所（室）以及急救站等。

（6）餐饮行业产生源（餐饮机构）包括各类集中生产加工和提

供餐饮的场所，如只提供餐饮的酒楼、饭店、食品店、餐饮店等，兼

有提供餐饮和住宿的宾馆、公寓、酒店等，食品加工机构，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的食堂等。

（7）集贸市场产生源包括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等，独立

或附属于商贸大厦或其他机构或居民区内经营蔬菜、瓜果、肉禽、水

产等零售或批发的场所。

（8）未列入上述产生源的归类为其他产生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B%E7%94%9F%E6%89%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B%E7%94%9F%E6%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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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单位创建指引

3.1 居民区

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在科学管理、宣传发动、分类设施、分类

效果等四方面均满足达标要求的居民区可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达标

小区”。

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在科学管理、宣传发动、分类设施、分类

效果等四方面均满足示范要求的居民区可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小区”。

居民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指引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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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居民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指引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达标要求 示范要求 评价方式

1

一、科学管理

总体设计

有符合本区域实际的实施（工作）方案；

建立垃圾分类工作组织架构，明确分类

管理责任人及其职责。

有符合本区域实际的实施（工作）方案，有

创新、有亮点、有特色；建立垃圾分类工作

组织架构，严格落实分类管理责任人制度。

查阅资料

2 日常管理 有投放指引、有保洁制度、有管理台账。
有明确的投放指引、有日常保洁制度、有分

类管理台账。
查阅资料

3 保障机制 建立自查自纠工作机制。 建立自查自纠工作机制，发现问题立行立改。 查阅资料

4

二、宣传发动

宣传告知
在居民区显著位置公示投放指引及相

关制度。

在居民区显著位置公示投放指引及相关制

度，有宣传标语、海报、垃圾分类活动公告

等，有良好的垃圾分类宣传氛围。

查阅资料

现场检查

5 人员培训

有对垃圾分类管理人员、环卫作业人

员、引导员、保洁人员等开展垃圾分类

培训。

定期组织垃圾分类管理人员、环卫作业人员、

引导员、保洁人员等开展垃圾分类培训及考

核。

查阅资料

6 宣传活动 有开展入户宣传或主题宣传等活动。 定期开展入户宣传或主题宣传等活动。 查阅资料

7 社会参与
有组织党员、分类管理责任人等参与本

居民区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工作。

有组织党员、社会公益团体、志愿者队伍、

社区居民、分类管理责任人等参与本居民区

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工作。

查阅资料

8 三、分类设施 分类投放

结合居民生活习惯，分类投放点设置基

本合理；有采取定时定点、楼道撤桶等

行之有效的措施。

充分考虑居民生活习惯，分类投放点设置科

学合理；合理配置收集容器，收集容器功能

完好；有采取定时定点、楼道撤桶等行之有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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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达标要求 示范要求 评价方式

效的措施。

9 分类收集
分类收集站设置合理，有分类收集、暂

存功能。

分类收集站设置规范合理，有分类收集、暂

存功能，设施设备配置充足，标志规范清晰。
现场检查

10 环境友好 外观整洁，无明显异味。 规范作业，美观整洁，无明显异味。 现场检查

11 物流去向

有公示垃圾分类处理去向，分类收运对

接方式明确，分类处理方式合规，严禁

将厨余垃圾粉碎后直接排入公共排水

管网。

有公示垃圾分类处理去向，分类收运对接方

式明确，分类处理方式合规，严禁将厨余垃

圾粉碎后直接排入公共排水管网；台账管理

完善，分类管理人员、环卫作业人员清楚分

类收运处理去向及流程。

现场检查

12

四、分类效果

知晓率
居民了解垃圾分类知识，知晓率达 70%
以上。

居民熟悉垃圾分类知识，知晓率达 90%以上。 现场检查

13 参与率
居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参与率达 60%
以上。

居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参与率达 80%以上。 现场检查

14 准确率
分类投放准确率不低于 50%，规范进行

分类收集作业。

分类投放准确率不低于 70%，规范进行分类

收集作业。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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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办公区

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在科学管理、宣传发动、分类设施、分类

效果等四方面均满足达标要求的办公区可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达标

单位”。

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在科学管理、宣传发动、分类设施、分类

效果等四方面均满足示范要求的办公区可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单位”。

办公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指引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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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办公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指引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达标要求 示范要求 评价方式

1

一、科学管理

总体设计

有符合本区域实际的实施（工作）方案；

建立垃圾分类工作组织架构，明确分类

管理责任人及其职责。

有符合本区域实际的实施（工作）方案，有

创新、有亮点、有特色；建立垃圾分类工作

组织架构，严格落实分类管理责任人制度。

查阅资料

2 日常管理 有投放指引、有保洁制度、有管理台账。
有明确的投放指引、有日常保洁制度、有分

类管理台账。
查阅资料

3 保障机制 建立自查自纠工作机制。 建立自查自纠工作机制，发现问题立行立改。 查阅资料

4

二、宣传发动

宣传告知
在本区域显著位置公示投放指引及相

关制度。

在本区域显著位置公示投放指引及相关制

度，有宣传标语、海报、垃圾分类活动公告

等，有良好的垃圾分类宣传氛围。

查阅资料

现场检查

5 人员培训
有对垃圾分类管理人员、员工、保洁人

员等开展垃圾分类培训。

定期组织垃圾分类管理人员、员工、保洁人

员等开展垃圾分类培训及考核。
查阅资料

6 宣传活动 有开展垃圾分类宣传等活动。 定期开展垃圾分类宣传等活动。 查阅资料



9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达标要求 示范要求 评价方式

7

三、分类设施

分类投放
结合办公和保洁实际需要，分类投放点

设置基本合理。

综合考虑办公和保洁实际需要，分类投放点

设置科学合理；合理配置收集容器，收集容

器功能完好。

现场检查

8 分类收集
分类收集站设置合理，有分类收集、暂

存功能。

分类收集站设置规范合理，有分类收集、暂

存功能，设施设备配置充足，标志规范清晰。
现场检查

9 环境友好 外观整洁，无明显异味。 规范作业，美观整洁，无明显异味。 现场检查

10 源头减量

有采取源头减量措施，如双面打印、提

倡无纸化办公等，减少使用一次性用

品。

有采取源头减量措施，如双面打印、提倡无

纸化办公等，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
现场检查

11 物流去向

有公示垃圾分类处理去向，分类收运对

接方式明确，分类处理方式合规，严禁

将厨余垃圾粉碎后直接排入公共排水

管网。

有公示垃圾分类处理去向，分类收运对接方

式明确，分类处理方式合规，严禁将厨余垃

圾粉碎后直接排入公共排水管网；台账管理

完善，分类管理人员、环卫作业人员清楚分

类收运处理去向及流程。

现场检查

12

四、分类效果

知晓率
员工了解垃圾分类知识，知晓率达 70%
以上。

员工熟悉垃圾分类知识，知晓率达 90%以上。 现场检查

13 参与率
员工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参与率达 60%
以上。

员工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参与率达 80%以上。 现场检查

14 准确率
分类投放准确率不低于 50%，规范进行

分类收集作业。

分类投放准确率不低于 70%，规范进行分类

收集作业。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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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共场所

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在科学管理、宣传发动、分类设施、分类

效果等四方面均满足达标要求的公共场所可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达

标单位”。

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在科学管理、宣传发动、分类设施、分类

效果等四方面均满足示范要求的公共场所可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示

范单位”。

公共场所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指引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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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公共场所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指引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达标要求 示范要求 评价方式

1

一、科学管理

总体设计

有符合本场所实际的实施（工作）方案；

建立垃圾分类工作组织架构，明确分类

管理责任人及其职责。

有符合本场所实际的实施（工作）方案，有

创新、有亮点、有特色；建立垃圾分类工作

组织架构，严格落实分类管理责任人制度。

查阅资料

2 日常管理
有投放指引、有保洁制度、有宣传制度、

有管理台账。

有明确的投放指引、有日常保洁制度、有公

益宣传机制、有分类管理台账。
查阅资料

3 保障机制 建立自查自纠工作机制。 建立自查自纠工作机制，发现问题立行立改。 查阅资料

4

二、宣传发动

宣传告知
在公共场所显著位置有张贴宣传标语

或宣传海报等公益宣传。

在公共场所显著位置张贴宣传标语、宣传海

报或播放宣传片等公益宣传，有良好的垃圾

分类宣传氛围。

查阅资料

现场检查

5 人员培训
有对垃圾分类管理人员、保洁人员、环

卫作业人员等开展垃圾分类培训。

定期组织垃圾分类管理人员、保洁人员、环

卫作业人员等开展垃圾分类培训及考核。
查阅资料

6 宣传活动
场所内举办的活动有结合实际情况开

展垃圾分类公益宣传。

场所内举办的活动结合实际情况经常开展垃

圾分类公益宣传。
查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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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达标要求 示范要求 评价方式

7

三、分类设施

分类投放
结合公众行为习惯和保洁实际需要，分

类投放点设置基本合理。

充分结合公众行为习惯和保洁需要，分类投

放点设置科学合理；合理配置收集容器，收

集容器功能完好。

现场检查

8 分类收集
分类收集站设置合理，有分类收集、暂

存功能。

分类收集站设置规范合理，有分类收集、暂

存功能，设施设备配置充足，标志规范清晰。
现场检查

9 环境友好 外观整洁，无明显异味。 规范作业，美观整洁，无明显异味。 现场检查

10 物流去向

有公示垃圾分类处理去向，分类收运对

接方式明确，分类处理方式合规，严禁

将厨余垃圾粉碎后直接排入公共排水

管网。

有公示垃圾分类处理去向，分类收运对接方

式明确，分类处理方式合规，严禁将厨余垃

圾粉碎后直接排入公共排水管网；台账管理

完善，分类管理人员、环卫作业人员清楚分

类收运处理去向及流程。

现场检查

11 四、分类效果 准确率
分类投放准确率不低于 50%，规范进行

分类收集作业。

分类投放准确率不低于 70%，规范进行分类

收集作业。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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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文教区

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在科学管理、宣传发动、分类设施、分类

效果等四方面均满足达标要求的文教区可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达标

单位”。

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在科学管理、宣传发动、分类设施、分类

效果等四方面均满足示范要求的文教区可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单位”。

文教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指引见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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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文教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指引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达标要求 示范要求 评价方式

1

一、科学管理

总体设计

有符合本校园实际的实施（工作）方案；

建立垃圾分类工作组织架构，明确分类

管理责任人及其职责。

有符合本校园实际的实施（工作）方案，有

创新、有亮点、有特色；建立垃圾分类工作

组织架构，严格落实分类管理责任人制度。

查阅资料

2 日常管理 有投放指引、有保洁制度、有管理台账。
有明确的投放指引、有日常保洁制度、有分

类管理台账。
查阅资料

3 保障机制 建立自查自纠工作机制。 建立自查自纠工作机制，发现问题立行立改。 查阅资料

4

二、宣传发动

宣传告知
在生活区、教学区、办公区的宣传栏等

显著位置有张贴投放指引及相关制度。

在生活区、教学区、办公区的宣传栏等显著

位置张贴投放指引、宣传标语、宣传海报、

垃圾分类活动公告或播放宣传片等，有良好

的垃圾分类宣传氛围。

查阅资料

现场检查

5 人员培训
有对垃圾分类管理人员、教师、保洁人

员等开展垃圾分类培训。

定期组织垃圾分类管理人员、教师、保洁人

员等开展垃圾分类培训及考核。
查阅资料

6 教研活动 将垃圾分类知识纳入教本课程。
将垃圾分类知识纳入教本课程，有定期开展

垃圾分类主题活动。
查阅资料

7 社会实践
学生在家庭、社区中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活动。

学生在家庭、社区中积极参与垃圾分类活动，

有组织开展垃圾分类校外实践活动。
查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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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达标要求 示范要求 评价方式

8

三、分类设施

分类投放
结合教学办公和保洁实际需要，分类投

放点设置基本合理。

充分结合教学办公和保洁需要，分类投放点

设置科学合理；合理配置收集容器，收集容

器功能完好。

现场检查

9 分类收集
分类收集站设置合理，有分类收集、暂

存功能。

分类收集站设置规范合理，有分类收集、暂

存功能，设施设备配置充足，标志规范清晰。
现场检查

10 环境友好 外观整洁，无明显异味。 规范作业，美观整洁，无明显异味。 现场检查

11 物流去向

有公示垃圾分类处理去向，分类收运对

接方式明确，分类处理方式合规，严禁

将厨余垃圾粉碎后直接排入公共排水

管网。

有公示垃圾分类处理去向，分类收运对接方

式明确，分类处理方式合规，严禁将厨余垃

圾粉碎后直接排入公共排水管网；台账管理

完善，分类管理人员、环卫作业人员清楚分

类收运处理去向及流程。

现场检查

12

四、分类效果

知晓率
师生了解垃圾分类知识，知晓率达 80%
以上。

师生熟悉垃圾分类知识，知晓率达 95%以上。 现场检查

13 参与率
师生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参与率达 70%
以上。

师生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参与率达 90%以上。 现场检查

14 准确率
分类投放准确率不低于 60%，规范进行

分类收集作业。

分类投放准确率不低于 80%，规范进行分类

收集作业。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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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医疗机构

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在科学管理、宣传发动、分类设施、分类

效果等四方面均满足达标要求的医疗机构可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达

标单位”。

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在科学管理、宣传发动、分类设施、分类

效果等四方面均满足示范要求的医疗机构可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示

范单位”。

医疗机构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指引见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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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医疗机构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指引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达标要求 示范要求 评价方式

1

一、科学管理

总体设计

有符合本区域实际的实施（工作）方案；

建立垃圾分类工作组织架构，明确分类

管理责任人及其职责。

有符合本区域实际的实施（工作）方案，有

创新、有亮点、有特色；建立垃圾分类工作

组织架构，严格落实分类管理责任人制度。

查阅资料

2 日常管理 有投放指引、有保洁制度、有管理台账。
有明确的投放指引、有日常保洁制度、有分

类管理台账。
查阅资料

3 保障机制 建立自查自纠工作机制。 建立自查自纠工作机制，发现问题立行立改。 查阅资料

4

二、宣传发动

宣传告知
在本机构显著位置有张贴投放指引及

相关制度等。

在本机构显著位置张贴投放指引、宣传标语、

宣传海报、垃圾分类活动公告等，有良好的

垃圾分类宣传氛围。

查阅资料

现场检查

5 人员培训
有对垃圾分类管理人员、医护人员、保

洁人员等开展垃圾分类培训。

定期组织垃圾分类管理人员、医护人员、保

洁人员等开展垃圾分类培训及考核。
查阅资料

6

三、分类设施

分类投放
结合卫生健康和保洁工作需要，分类投

放点设置基本合理。

充分结合卫生健康和保洁工作需要，分类投

放点设置科学合理；合理配置收集容器，收

集容器功能完好。

现场检查

7 分类收集
分类收集站设置合理，有分类收集、暂

存功能。

分类收集站设置规范合理，有分类收集、暂

存功能，设施设备配置充足，标志规范清晰。
现场检查

8 环境友好 外观整洁，无明显异味。 规范作业，美观整洁，无明显异味。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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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达标要求 示范要求 评价方式

9 物流去向

有公示垃圾分类处理去向，分类收运对

接方式明确，分类处理方式合规，严禁

将厨余垃圾粉碎后直接排入公共排水

管网。

有公示垃圾分类处理去向，分类收运对接方

式明确，分类处理方式合规，严禁将厨余垃

圾粉碎后直接排入公共排水管网；台账管理

完善，分类管理人员、环卫作业人员清楚分

类收运处理去向及流程。

现场检查

10

四、分类效果

知晓率
员工了解垃圾分类知识，知晓率达 70%
以上。

员工熟悉垃圾分类知识，知晓率达 90%以上。 现场检查

11 参与率
员工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参与率达 60%
以上。

员工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参与率达 80%以上。 现场检查

12 准确率
分类投放准确率不低于 50%，规范进行

分类收集作业。

分类投放准确率不低于 70%，规范进行分类

收集作业。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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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餐饮机构

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在科学管理、宣传发动、分类设施、分类

效果等四方面均满足达标要求的餐饮机构可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达

标单位”。

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在科学管理、宣传发动、分类设施、分类

效果等四方面均满足示范要求的餐饮机构可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示

范单位”。

餐饮机构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指引见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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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餐饮机构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指引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达标要求 示范要求 评价方式

1

一、科学管理

总体设计

有符合本区域实际的实施（工作）方案；

建立垃圾分类工作组织架构，明确分类

管理责任人及其职责。

有符合本区域实际的实施（工作）方案，有

创新、有亮点、有特色；建立垃圾分类工作

组织架构，严格落实分类管理责任人制度。

查阅资料

2 日常管理 有投放指引、有保洁制度、有管理台账。
有明确的投放指引、有日常保洁制度、有分

类管理台账。
查阅资料

3 保障机制 建立自查自纠工作机制。 建立自查自纠工作机制，发现问题立行立改。 查阅资料

4

二、宣传发动

宣传告知
在本机构显著位置有张贴投放指引及

相关制度等。

在本机构显著位置张贴投放指引、宣传标语、

宣传海报、垃圾分类活动公告等，有良好的

垃圾分类宣传氛围。

查阅资料

现场检查

5 人员培训
有对垃圾分类管理人员、员工、保洁人

员等开展垃圾分类培训。

定期组织垃圾分类管理人员、员工、保洁人

员等开展垃圾分类培训及考核。
查阅资料

6 宣传活动 有“光盘行动”相关措施。 有提倡按需点菜，有“光盘行动”相关措施。 查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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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达标要求 示范要求 评价方式

7

三、分类设施

分类投放
结合顾客和员工的行为习惯，分类投放

点设置基本合理。

充分结合顾客和员工的行为习惯，分类投放

点设置科学合理；合理配置收集容器，收集

容器功能完好。

现场检查

8 分类收集
分类收集站设置合理，有分类收集、暂

存功能。

分类收集站设置规范合理，有分类收集、暂

存功能，设施设备配置充足，标志规范清晰。
现场检查

9 环境友好 外观整洁，无明显异味。 规范作业，美观整洁，无明显异味。 现场检查

10 源头减量 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
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外卖包装推广使用

符合性能、食品安全要求和环保要求的产品。
现场检查

11 物流去向

有公示垃圾分类处理去向，分类收运对

接方式明确，分类处理方式合规，严禁

将厨余垃圾粉碎后直接排入公共排水

管网。

有公示垃圾分类处理去向，分类收运对接方

式明确，分类处理方式合规，严禁将厨余垃

圾粉碎后直接排入公共排水管网；台账管理

完善，分类管理人员、环卫作业人员清楚分

类收运处理去向及流程。

现场检查

12

四、分类效果

知晓率
从业人员了解垃圾分类知识，知晓率达

70%以上。

从业人员熟悉垃圾分类知识，知晓率达 90%
以上。

现场检查

13 参与率
从业人员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参与率达

60%以上。

从业人员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参与率达 80%
以上。

现场检查

14 准确率
分类投放准确率不低于 50%，规范进行

分类收集作业。

分类投放准确率不低于 70%，规范进行分类

收集作业。
现场检查

备注：从业人员包括该餐饮机构的管理人员、经营人员、服务员、保洁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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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集贸市场

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在科学管理、宣传发动、分类设施、分类

效果等四方面均满足达标要求的集贸市场可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达

标单位”。

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在科学管理、宣传发动、分类设施、分类

效果等四方面均满足示范要求的集贸市场可认定为“生活垃圾分类示

范单位”。

集贸市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指引见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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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集贸市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指引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达标要求 示范要求 评价方式

1

一、科学管理

总体设计

有符合本市场实际的实施（工作）方

案；建立垃圾分类工作组织架构，明

确分类管理责任人及其职责。

有符合本市场实际的实施（工作）方案，

有创新、有亮点、有特色；建立垃圾分类

工作组织架构，严格落实分类管理责任人

制度。

查阅资料

2 日常管理
有投放指引、有保洁制度、有管理台

账。

有明确的投放指引、有日常保洁制度、有

分类管理台账。
查阅资料

3 保障机制 建立自查自纠工作机制。
建立自查自纠工作机制，发现问题立行立

改。
查阅资料

4

二、宣传发动

宣传告知
在本市场显著位置有张贴投放指引及

相关制度等。

在本市场显著位置张贴投放指引、宣传标

语、宣传海报、垃圾分类活动公告等，有

良好的垃圾分类宣传氛围。

查阅资料

现场检查

5 人员培训
有对垃圾分类管理人员、经营者、保

洁人员等开展垃圾分类培训。

定期组织垃圾分类管理人员、经营者、保

洁人员等开展垃圾分类培训及考核。
查阅资料

6 宣传活动 有开展垃圾分类宣传等活动。 定期开展垃圾分类宣传等活动。 查阅资料

7 三、分类设施 分类投放
结合经营和保洁工作需要，分类投放

点设置基本合理。

充分考虑顾客和员工的行为习惯，结合经

营和保洁实际需要，分类投放点设置科学

合理；合理配置收集容器，收集容器功能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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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达标要求 示范要求 评价方式

完好。

8 分类收集
分类收集站设置合理，有分类收集、

暂存功能。

分类收集站设置规范合理，有分类收集、

暂存功能，设施设备配置充足，标志规范

清晰。

现场检查

9 环境友好 外观整洁，无明显异味。 规范作业，美观整洁，无明显异味。 现场检查

10 物流去向

有公示垃圾分类处理去向，分类收运

对接方式明确，分类处理方式合规，

严禁将厨余垃圾粉碎后直接排入公共

排水管网。

有公示垃圾分类处理去向，分类收运对接

方式明确，分类处理方式合规，严禁将厨

余垃圾粉碎后直接排入公共排水管网；台

账管理完善，分类管理人员、环卫作业人

员清楚分类收运处理去向及流程。

现场检查

11

四、分类效果

知晓率
从业人员了解垃圾分类知识，知晓率

达 70%以上。

从业人员熟悉垃圾分类知识，知晓率达

90%以上。
现场检查

12 参与率
从业人员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参与率

达 60%以上。

从业人员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参与率达

80%以上。
现场检查

13 准确率
分类投放准确率不低于 50%，规范进

行分类收集作业。

分类投放准确率不低于 70%，规范进行分

类收集作业。
现场检查

备注：从业人员包括该集贸市场的管理人员、经营人员、保洁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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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其他产生源

其他产生源单位的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可参照上述相关场所

创建指引执行。



26

第四章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创建指引

4.1 街道

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在科学管理、宣传发动、分类设施、分类

效果等四方面均满足达标要求的街道可认定为“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

类达标街道”。

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在科学管理、宣传发动、分类设施、分类

效果等四方面均满足示范要求的街道可认定为“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街道”。

街道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指引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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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街道创建指引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达标要求 示范要求 评价方式

1

一、科学管理

党建引领

街道党工委有组织学习党中央及各级

党委关于垃圾分类的政策文件，将垃圾

分类纳入基层党建工作。

街道党工委有组织专题学习党中央及各级党

委关于垃圾分类的政策文件，将垃圾分类纳

入基层党建工作；每年结合党建工作开展垃

圾分类相关活动。

查阅资料

2 总体设计

制定并出台符合实际的整街推进垃圾

分类实施（工作）方案，把垃圾分类管

理工作纳入街道年度工作。

制定并出台符合实际的整街推进垃圾分类实

施（工作）方案，把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

类管理工作纳入街道年度工作。

查阅资料

3 保障机制
有设置垃圾分类管理机构，建立街道垃

圾分类考核、监督制度。

有设置垃圾分类管理机构并配备专人负责垃

圾分类工作，建立街道垃圾分类考核、监督

制度并有效执行。

查阅资料

4

二、宣传发动

宣传告知

在本街道显著位置播放分类公益片，公

示投放指引，张贴宣传标语、海报或活

动公告等。

在本街道显著位置播放分类公益片，公示投

放指引，张贴宣传标语、海报或活动公告等，

辖区整体宣传氛围良好。

查阅资料

现场检查

5 人员培训

有培训制度，有对垃圾分类管理人员、

引导员、志愿者、环卫作业人员等开展

垃圾分类培训。

建立培训机制，定期组织垃圾分类管理人员、

引导员、志愿者、环卫作业人员等开展垃圾

分类培训及考核。

查阅资料

6 宣传活动 有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定期开展丰富多样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查阅资料

7
三、分类设施

运输过程 分类运输设施设备基本满足需要。 有完善匹配的分类运输体系。 现场检查

8 分类转运
分类转运站设置合理，有分类转运功

能。

分类转运站设置规范合理，分类转运功能完

善，运行管理规范。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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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达标要求 示范要求 评价方式

9 环境友好 运输设施设备外观整洁，无明显异味。 运输设施设备美观整洁，无明显异味。 现场检查

10 物流去向

有公示垃圾分类处理去向，分类收运对

接方式明确，分类处理方式合规，严禁

将厨余垃圾粉碎后直接排入公共排水

管网。

有公示垃圾分类处理去向，分类收运对接方

式明确，分类处理方式合规，严禁将厨余垃

圾粉碎后直接排入公共排水管网；台账管理

完善，分类管理人员、环卫作业人员清楚分

类收运处理去向及流程。

现场检查

11

四、分类效果

居民区 辖区内居民区都满足达标要求。
辖区内居民区都满足达标要求，其中 60%以

上满足示范要求。
现场检查

12 办公区 辖区内办公区都满足达标要求。
辖区内办公区都满足达标要求，其中 60%以

上满足示范要求。
现场检查

13 公共场所 辖区内公共场所都满足达标要求。
辖区内公共场所都满足达标要求，其中 60%
以上满足示范要求。

现场检查

14 文教区 辖区内文教区都满足达标要求。
辖区内文教区都满足达标要求，其中 60%以

上满足示范要求。
现场检查

15 医疗机构 辖区内医疗机构都满足达标要求。
辖区内医疗机构都满足达标要求，其中 60%
以上满足示范要求。

现场检查

16 餐饮机构 辖区内餐饮机构都满足达标要求。
辖区内餐饮机构都满足达标要求，其中 60%
以上满足示范要求。

现场检查

17 集贸市场 辖区内集贸市场都满足达标要求。
辖区内集贸市场都满足达标要求，其中 60%
以上满足示范要求。

现场检查

18 其他产生

源单位

辖区内其他产生源单位都满足达标要

求。

辖区内其他产生源单位都满足达标要求，其

中 60%以上满足示范要求。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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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区

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在科学管理、宣传发动、分类设施、分类

效果等四方面均满足达标要求的区可认定为“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

达标区”。

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且在科学管理、宣传发动、分类设施、分类

效果等四方面均满足示范要求的区可认定为“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

示范区”。

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指引见表 4-2。



30

表 4-2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区创建指引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达标要求 示范要求 评价方式

1

一、科学管理

党建引领

区党委有组织学习党中央及各级党

委关于垃圾分类的政策文件，将垃圾

分类纳入基层党建工作。

区党委有组织专题学习党中央及各级党委关

于垃圾分类的政策文件，将垃圾分类纳入基

层党建工作；每年结合党建工作开展垃圾分

类相关活动。

查阅资料

2 顶层设计

制定并出台符合实际的全区推进垃

圾分类实施（工作）方案，把垃圾分

类管理工作纳入全区年度工作。

制定并出台符合实际的全区推进垃圾分类实

施（工作）方案，建立年度工作计划制度并

有效执行。

查阅资料

3 保障机制

有区级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协调机制，

有设置垃圾分类管理机构，建立全区

垃圾分类考核、监督制度。

区级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协调机制运行良好，

有设置垃圾分类管理机构并配备专人负责垃

圾分类工作，建立全区垃圾分类考核、监督

制度并有效执行。

查阅资料

4

二、宣传发动

宣传告知

在本辖区显著位置播放分类公益短

片，公示投放指引，张贴宣传标语、

海报或活动公告等。

在本辖区显著位置播放分类公益短片，公示

投放指引，张贴宣传标语、海报或活动公告

等，辖区整体宣传氛围良好。

查阅资料

现场检查

5 人员培训

有培训制度，有对垃圾分类管理人

员、引导员、志愿者、环卫作业人员

等开展垃圾分类培训。

建立培训机制，定期组织垃圾分类管理人员、

引导员、志愿者、环卫作业人员等开展垃圾

分类培训及考核。

查阅资料

6 宣传活动 有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定期开展丰富多样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查阅资料

7 三、分类设施 分类处理

拥有与前端分类基本匹配的分类处

理系统，基本满足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需求。

拥有与前端分类相匹配的分类处理体系，满

足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需求。
现场检查

8 四、分类效果 所辖街道 所辖街道都满足达标要求。
所辖街道都满足达标要求，其中 60%以上满

足示范要求。

查阅资料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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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单位生活垃圾分类主要信息表（参考）

附录 2 街道生活垃圾分类主要信息表（参考）

附录 3 区生活垃圾分类主要信息表（参考）

附录 4 知晓率、参与率、准确率的统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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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单位生活垃圾分类主要信息表（参考）

单位生活垃圾分类主要信息表（参考）

名称

产生源类型
□居民区 □办公区 □公共场所 □文教区

□医疗机构 □餐饮机构 □集贸市场 □其他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所属街道

地址

科学管理 □未达标 □达标 □示范

宣传发动 □未达标 □达标 □示范

分类设施 □未达标 □达标 □示范

分类效果 □未达标 □达标 □示范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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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街道生活垃圾分类主要信息表（参考）

街道生活垃圾分类主要信息表（参考）

街道名称 辖区公共机构总数

街道办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居民区总数

未达标数量

达标数量

示范数量

办公区总数

未达标数量

达标数量

示范数量

公共场所总数

未达标数量

达标数量

示范数量

文教区总数

未达标数量

达标数量

示范数量

医疗机构总数

未达标数量

达标数量

示范数量

餐饮机构总数

未达标数量

达标数量

示范数量

集贸市场总数

未达标数量

达标数量

示范数量

其他产生源单位总

数

未达标数量

达标数量

示范数量

可回收物去向 日均清运量 t/d
厨余垃圾去向 日均清运量 t/d
有害垃圾去向 日均清运量 t/d
其他垃圾去向 日均清运量 t/d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信息表填写时，请附上辖区内居民区、办公区、公共场所、文教区、医疗

机构、餐饮机构、集贸市场、其他产生源单位等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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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区明细表

序号 居民区名称 居民区地址 居民区类型 户数 投放点数量（个） 收集站数量（座）

1

2

……（可续表）

合计

备注：居民区类型可选有物业管理、单位自行管理、无物业管理。

办公区明细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是否公共机构 职工人数 投放点数量（个） 收集站数量（座）

1

2

……（可续表）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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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明细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场所地址 面积（m2） 投放点数量（个） 收集站数量（座）

1

2

……（可续表）

合计

文教区明细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校园地址 是否公共机构 师生人数 投放点数量（个） 收集站数量（座）

1

2

……（可续表）

合计



36

医疗机构明细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是否公共机构 面积（㎡） 投放点数量（个） 收集站数量（座）

1

2

……（可续表）

合计

餐饮机构明细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面积（㎡） 投放点数量（个） 收集站数量（座）

1

2

……（可续表）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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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贸市场明细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面积（㎡） 投放点数量（个） 收集站数量（座）

1

2

……（可续表）

合计

其他产生源明细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面积（㎡） 投放点数量（个） 收集站数量（座）

1

2

……（可续表）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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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区生活垃圾分类主要信息表（参考）

区生活垃圾分类主要信息表（参考）

区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辖区街道总数

辖区未达标街道数量

辖区达标街道数量

辖区示范街道数量

可回收物去向 日均清运量 t/d

有害垃圾去向 日均清运量 t/d

厨余垃圾去向 日均清运量 t/d

其他垃圾去向 日均清运量 t/d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信息表填写时，请附上街道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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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明细表

序号 街道名称 街道办地址 未达标/达标/示范 联系人（联系方式）

1

2

……（可续表）

总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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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知晓率、参与率、准确率的统计方式

1.知晓率

查看台账资料，并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随机抽查区域内 20名以

上相关人员了解对垃圾分类的知晓情况（办公区、文教区的抽查人数

需酌情增加）。知晓率=（80分及以上的问卷数/回收问卷总数）×100%

2.参与率

查看台账资料，并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随机抽查区域内 20名以

上相关人员（办公区、文教区的抽查人数需酌情增加）的垃圾分类参

与情况，结合投放行为综合判定。

3.准确率

现场随机抽检区域内垃圾投放点 5-10处，没有发现投放点有明

显分类错误的为合格点位。准确率=（合格点数/抽检总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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