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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创意短视频宣传垃圾分
类、 评选生活垃圾分类 “示范小
家”“最美职工”、专人盯管生活垃
圾创造园区美好环境……连日
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进校园、进
园区正在全市范围火热进行。各
级工会在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当中，教职工、学生、园区员工积
极参与， 用实际行动响应垃圾分
类的号召，创造美好环境。

北京科技大学

“花式” 推介垃圾分类
做到人人知晓

学生找来四个带盖小桶， 在
桶身前面分别贴上 “可回收 ”
“有害”“厨余”“其他”四种不同颜
色的标签， 一组分类垃圾桶就设
计完成了； 把喝完的饮料瓶进行
巧手装扮，易拉罐就“变身”为装
饰品， 为宿舍增添了一份温馨；
废旧快递外包装不用丢弃， 而是
改造成垃圾桶， 变废为宝……

上述诸多创意， 出自于北京
科技大学后勤分工会与后勤管理
处物业服务中心不久前举办的垃
圾分类短视频作品征集活动。 后
勤分工会、 物业服务中心主任顾
耘宇告诉记者， 上半年受疫情影
响， 学生无法返校， 留校的只有
100多人 。 在本市 5月 1日实施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后，
根据市里政策， 结合学校开展的
劳动教育工作， 后勤分工会提出
“停课不停学”， 通过线上线下同
上一节劳动课的方式， 继续对学
生开展劳动教育。 “垃圾分类正
好符合这一理念， 可以作为劳动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线上劳动课倡议发出后 ，
130名学生党员提交了他们的劳
动成果， 涵盖短视频、 宣传海报
等不同种类。 由于短视频要求时
长不超过一分钟， 参与者就尽量
浓缩精华， 以小见大。

银杏树是北科大的标志性植
物， 7斋606宿舍的女生们搜集来
片片落叶， 制作成手工艺品， 装
饰宿舍空间， 本来只能扫入垃圾
桶里的绿化垃圾得到回收再利
用， 这一番巧思让人赞叹不已。
“宿舍是我们的家， 大家一起践
行垃圾分类， 营造干净整洁的宿
舍环境， 让家更温馨。” 经济管
理学院9斋821宿舍的几个男生把
易拉罐涂成蓝色， 串联好， 挂在
窗台上随风摇曳， “我们积极学
习垃圾分类知识， 可以为环保贡
献力量。” 学生党员李许诺上传
了自己承担社区 “桶前值守” 志
愿服务的工作视频， 他一边帮助
居民把生活垃圾分类丢置， 一边
向他们普及了垃圾分类知识。

目前， 后勤分工会、 后勤管
理处物业服务中心已经在微信公
众号上发布展示了征集到的优秀
短视频创意作品， 借此向全校师
生宣传分享垃圾分类理念， 发挥
短视频的示范引领作用。 顾耘宇
透露， 学生们在践行垃圾分类上
给了他们很多创新点， 后勤分工
会将继续探索完善包括垃圾分类
在内的劳动课程， 做成系统化的
学习体系。

据悉， 北京科技大学生活垃

圾管理工作按照统一领导、 部门
联动、 全员参与、 循序渐进的原
则， 统筹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落到
实处。 该校将后勤、 社区等单位
作为垃圾分类骨干牵头单位， 并
纳入年度重点任务， 把开展落实
情况纳入单位和个人考核评优指
标体系。

垃圾要分类， 关键在行动。
北科大校工会常务副主席贾水库
表示， 2020年以来， 学校垃圾分
类工作累计经费已投入近20万
元， 主要用于分类设施配置和宣
传； 校工会向全体教职工发出倡
议， 并开展了系列活动， 力争实
现 “知晓率、 参与率、 正确投放
率3个100%” 的工作目标。 相信
在学校的层层措施下， 全体师生
共同努力， 一定能做好这件关系
生活环境， 关系节约使用资源，
体现文明水平的 “关键小事”。

北京联合大学

“示范小家”“最美职工”
担当“领头羊”

积极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工
作， 可以参评 “示范小家” “示
范小小家” 和 “最美职工”， 这
是北京联合大学校工会在新学期
开学伊始出台的一项新政策。 消
息发布后， 得到全校二级工会和
广大教职工的热情响应， 9月共
上报推荐月度 “示范小小家” 52
个、 月度 “最美职工” 66人。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科技学院
党委委员、 经济管理系教工党支
部书记彭爱美是大家公认的志愿
者达人， 上半年疫情防控期间她
在小区门口值了3个月的班， 听
说社区发起垃圾分类志愿活动

后， 她又马上报名， 从8月底开
始 “桶前值守”。

“大哥， 这个塑料物品应该
放入其他垃圾桶里 ！” “张姐 ，
纸巾属于其他垃圾， 需要从厨余
垃圾里挑出来 ， 来 ， 我帮您 。”
……每周六， 她都会在居民楼的
垃圾桶前上岗服务2个小时， 一
边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的好处，
一边检查居民丢弃的垃圾， 帮他
们把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分好
类， 再倒进相应的垃圾桶里。 虽
然类似的话语要反复介绍， 但她
从不嫌麻烦， 居民也很认可。

有一次， 一个大妈拿着吃光
的中药丸蜡盒要扔入其他垃圾桶
里， 彭爱美赶紧告诉她那是有害
垃圾， 应该按照分类要求单扔。
大妈连声道谢， 买菜回来后又专
门找到她， 仔细打听垃圾分类的
方式。

在倡导别人做好垃圾分类的
同时， 彭爱美也严格要求自己，
在单位和家里把垃圾分好类： 她
在客厅和厨房各放置2个垃圾桶，
出去买东西带环保袋， 中午在食
堂吃饭尽量 “光盘”， 吃完药把
药品盒单独放入一个袋子里等。

因为在垃圾分类方面的突出
表现 ， 彭爱美被推荐参选 9月
“最美职工”， 而评选先进单位和
个人， 只是北京联合大学推动垃
圾分类工作的一项活动。

该校工会副主席唐武介绍，
校工会通过制定一个方案、 发出
一次倡议、 签订一份承诺、 组织
一次文化宣传设计展、 举办一次
垃圾再利用创意大赛等“八个一”
工程， 激发广大教职工投身垃圾
分类工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以
职工带动家庭，以家庭牵动社会，
为建设和谐宜居美丽之都、 提升

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做贡献。
北联大校工会按照学校 《生

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 建立自查
机制 ， 加强统筹协调和监督检
查； 各二级工会积极响应， 把宣
传生活垃圾分类融入日常工作，
带动引导教职工及家人养成垃圾
分类良好习惯 ， 做到 “人人愿
分、 人人会分”。 同时， 全校不
再使用纸质文件， 全面实现无纸
化办公， 开会也不再准备纸杯，
尽量减少白色垃圾的用量。

该校后勤工会投入专项资
金， 设置了23个符合环保规定的
垃圾集中存放点； 购置符合分类
标准要求的垃圾桶4130个， 制作
宣传牌41个、 宣传条幅27个、 宣
传折页1000张和宣传栏3个 ， 为
做好校园垃圾分类工作夯实设施
基础。

为了更好地宣传垃圾分类理
念， 北联大校机关工会下辖纪委
办工会小组组长姚志敏提出拍摄
集体短视频的创意， 小组成员每
个人都出镜， 介绍垃圾分类的好
点子， 有的单人说， 有的多人交
流，场景就设在办公室里，没有刻
意设计，但宣传效果不错。视频上
传给机关工会后得到大家的纷纷
点赞， 称这个创意很好、 形象生
动，推荐他们参选“示范小小家”。
小组成员赵玺说：“现在， 纪委办
每个人都已经积极行动起来，践
行垃圾分类， 办公室比以往更整
洁、更有序，工作环境更温馨了。 ”

金丰和科技园

领导带头专人盯守
创造园区美好环境

“垃圾分类是利国利民的一

件大好事， 是体现文明进步的新
时尚。 我们要走在园区前面。 ”北
京市皮鞋厂工会主席顾尚礼说。

今年5月 ， 北京市皮鞋厂 、
金丰和科技园就开展了主题为
“垃圾分类放 生活新时尚” 垃圾
分类工作动员会， 并成立了垃圾
分类领导小组。 厂党委书记、 厂
长王玉刚担任组长， 号召大家一
起开展垃圾分类。 工会主席顾尚
礼和纪委书记担任副组长， 组织
协调细节工作。

“说实话， 对于我们这样一
个日常有1200余人工作的园区来
说， 做好垃圾分类确实有难度，
可是有了党政的支持， 我们就有
了主心骨， 就能放手干了。” 顾
尚礼说。

皮鞋厂目前有职工90余名 ，
金丰和科技园有入驻企业270余
家。 随着北京疫情逐渐平稳， 园
区企业中90%的员工已经实现了
正常实地办公， 这就会产生大量
的垃圾， 尤其是厨余垃圾。

顾尚礼介绍说，“我们园区日
常职工用餐，仅快餐、便当盒就能
装满六七桶， 给垃圾清运工作带
来了很大的困难。面对这种现状，
我们厂行政部门与附近社区居民
委员会联系， 请来垃圾分类志愿
者给大家现场讲解垃圾分类的重
要性和具体要求， 通过现场模拟
投放的形式， 详细讲解了每样垃
圾的投放位置和注意事项， 让大
家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与此同时， 垃圾分类领导小
组和孵化器物业服务部沟通意
见，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办法。 大
力宣传垃圾分类的意义， 楼宇张
贴宣传海报； 对楼宇每层客户进
行宣传引导， 不放过一家公司，
签署相关约定； 垃圾实行定点投
放、 定点处理。 每层保洁员进行
二次分拣再处理； 园区内设置定
点集中投放点， 安排专人看守。

“我们各楼都有厨余垃圾桶
和其他垃圾桶， 我们安排了保洁
员专人看管这些桶， 每天上午8
点半到11点半， 下午1点到4点，
他们会集中将垃圾运到楼下， 进
行再处理。” 顾尚礼说， 正是有
了这样细致的安排， 看起来复杂
的垃圾分类工作很快就捋顺了。

据介绍， 通过近五个月的试
运行， 目前全厂职工及在园区工
作的职员已经适应了垃圾分类这
项有意义的活动， 园区职员纷纷
表示要按照垃圾分类的要求做好
这项活动，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以前， 没有开展垃圾分类
的时候， 办公区域， 尤其是垃圾
桶旁难免会有一些苍蝇、 蟑螂，
试过粘贴板、 喷过杀虫药， 可是
效果不理想。 自从大家按照垃圾
分类的要求做以后， 大家欣喜地
发现 ， 这些 ‘害虫 ’ 竟然消失
了。” 顾尚礼笑着说。

顾尚礼表示， 北京市皮鞋厂
金丰和园区只是社会缩影的一个
角落， 所开展的活动也是整个活
动的一粒沙尘， 但是只要千千万
万个沙尘的聚集就会形成一个沙
丘， 垃圾分类这件事看似平常，
但包含着国家巨大浪费的再利
用， 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
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把它干好并
传承下去。

深深入入实实施施垃垃圾圾分分类类和和物物业业管管理理两两个个《《条条例例》》
努努力力建建设设和和谐谐宜宜居居美美丽丽家家园园

———全市各级工会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纪实（七）
□本报记者 任洁 陈曦

垃圾分类进校园进园区“花式”推介实效大

宣传垃圾分类常识用上自测方式。

▲开展“垃圾分类放 生活新时尚”主题教育活动。

荨专人盯管线下垃圾分类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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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月度 “最美职工” 66人。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科技学院
党委委员、 经济管理系教工党支
部书记彭爱美是大家公认的志愿
者达人， 上半年疫情防控期间她
在小区门口值了3个月的班， 听
说社区发起垃圾分类志愿活动

后， 她又马上报名， 从8月底开
始 “桶前值守”。

“大哥， 这个塑料物品应该
放入其他垃圾桶里 ！” “张姐 ，
纸巾属于其他垃圾， 需要从厨余
垃圾里挑出来 ， 来 ， 我帮您 。”
……每周六， 她都会在居民楼的
垃圾桶前上岗服务2个小时， 一
边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的好处，
一边检查居民丢弃的垃圾， 帮他
们把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分好
类， 再倒进相应的垃圾桶里。 虽
然类似的话语要反复介绍， 但她
从不嫌麻烦， 居民也很认可。

有一次， 一个大妈拿着吃光
的中药丸蜡盒要扔入其他垃圾桶
里， 彭爱美赶紧告诉她那是有害
垃圾， 应该按照分类要求单扔。
大妈连声道谢， 买菜回来后又专
门找到她， 仔细打听垃圾分类的
方式。

在倡导别人做好垃圾分类的
同时， 彭爱美也严格要求自己，
在单位和家里把垃圾分好类： 她
在客厅和厨房各放置2个垃圾桶，
出去买东西带环保袋， 中午在食
堂吃饭尽量 “光盘”， 吃完药把
药品盒单独放入一个袋子里等。

因为在垃圾分类方面的突出
表现 ， 彭爱美被推荐参选 9月
“最美职工”， 而评选先进单位和
个人， 只是北京联合大学推动垃
圾分类工作的一项活动。

该校工会副主席唐武介绍，
校工会通过制定一个方案、 发出
一次倡议、 签订一份承诺、 组织
一次文化宣传设计展、 举办一次
垃圾再利用创意大赛等“八个一”
工程， 激发广大教职工投身垃圾
分类工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以
职工带动家庭，以家庭牵动社会，
为建设和谐宜居美丽之都、 提升

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做贡献。
北联大校工会按照学校 《生

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 建立自查
机制 ， 加强统筹协调和监督检
查； 各二级工会积极响应， 把宣
传生活垃圾分类融入日常工作，
带动引导教职工及家人养成垃圾
分类良好习惯 ， 做到 “人人愿
分、 人人会分”。 同时， 全校不
再使用纸质文件， 全面实现无纸
化办公， 开会也不再准备纸杯，
尽量减少白色垃圾的用量。

该校后勤工会投入专项资
金， 设置了23个符合环保规定的
垃圾集中存放点； 购置符合分类
标准要求的垃圾桶4130个， 制作
宣传牌41个、 宣传条幅27个、 宣
传折页1000张和宣传栏3个 ， 为
做好校园垃圾分类工作夯实设施
基础。

为了更好地宣传垃圾分类理
念， 北联大校机关工会下辖纪委
办工会小组组长姚志敏提出拍摄
集体短视频的创意， 小组成员每
个人都出镜， 介绍垃圾分类的好
点子， 有的单人说， 有的多人交
流，场景就设在办公室里，没有刻
意设计，但宣传效果不错。视频上
传给机关工会后得到大家的纷纷
点赞， 称这个创意很好、 形象生
动，推荐他们参选“示范小小家”。
小组成员赵玺说：“现在， 纪委办
每个人都已经积极行动起来，践
行垃圾分类， 办公室比以往更整
洁、更有序，工作环境更温馨了。 ”

金丰和科技园

领导带头专人盯守
创造园区美好环境

“垃圾分类是利国利民的一

件大好事， 是体现文明进步的新
时尚。 我们要走在园区前面。 ”北
京市皮鞋厂工会主席顾尚礼说。

今年5月 ， 北京市皮鞋厂 、
金丰和科技园就开展了主题为
“垃圾分类放 生活新时尚” 垃圾
分类工作动员会， 并成立了垃圾
分类领导小组。 厂党委书记、 厂
长王玉刚担任组长， 号召大家一
起开展垃圾分类。 工会主席顾尚
礼和纪委书记担任副组长， 组织
协调细节工作。

“说实话， 对于我们这样一
个日常有1200余人工作的园区来
说， 做好垃圾分类确实有难度，
可是有了党政的支持， 我们就有
了主心骨， 就能放手干了。” 顾
尚礼说。

皮鞋厂目前有职工90余名 ，
金丰和科技园有入驻企业270余
家。 随着北京疫情逐渐平稳， 园
区企业中90%的员工已经实现了
正常实地办公， 这就会产生大量
的垃圾， 尤其是厨余垃圾。

顾尚礼介绍说，“我们园区日
常职工用餐，仅快餐、便当盒就能
装满六七桶， 给垃圾清运工作带
来了很大的困难。面对这种现状，
我们厂行政部门与附近社区居民
委员会联系， 请来垃圾分类志愿
者给大家现场讲解垃圾分类的重
要性和具体要求， 通过现场模拟
投放的形式， 详细讲解了每样垃
圾的投放位置和注意事项， 让大
家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与此同时， 垃圾分类领导小
组和孵化器物业服务部沟通意
见，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办法。 大
力宣传垃圾分类的意义， 楼宇张
贴宣传海报； 对楼宇每层客户进
行宣传引导， 不放过一家公司，
签署相关约定； 垃圾实行定点投
放、 定点处理。 每层保洁员进行
二次分拣再处理； 园区内设置定
点集中投放点， 安排专人看守。

“我们各楼都有厨余垃圾桶
和其他垃圾桶， 我们安排了保洁
员专人看管这些桶， 每天上午8
点半到11点半， 下午1点到4点，
他们会集中将垃圾运到楼下， 进
行再处理。” 顾尚礼说， 正是有
了这样细致的安排， 看起来复杂
的垃圾分类工作很快就捋顺了。

据介绍， 通过近五个月的试
运行， 目前全厂职工及在园区工
作的职员已经适应了垃圾分类这
项有意义的活动， 园区职员纷纷
表示要按照垃圾分类的要求做好
这项活动，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以前， 没有开展垃圾分类
的时候， 办公区域， 尤其是垃圾
桶旁难免会有一些苍蝇、 蟑螂，
试过粘贴板、 喷过杀虫药， 可是
效果不理想。 自从大家按照垃圾
分类的要求做以后， 大家欣喜地
发现 ， 这些 ‘害虫 ’ 竟然消失
了。” 顾尚礼笑着说。

顾尚礼表示， 北京市皮鞋厂
金丰和园区只是社会缩影的一个
角落， 所开展的活动也是整个活
动的一粒沙尘， 但是只要千千万
万个沙尘的聚集就会形成一个沙
丘， 垃圾分类这件事看似平常，
但包含着国家巨大浪费的再利
用， 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
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把它干好并
传承下去。

制作创意短视频宣传垃圾分
类、 评选生活垃圾分类 “示范小
家”“最美职工”、专人盯管生活垃
圾创造园区美好环境……连日
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进校园、进
园区正在全市范围火热进行。各
级工会在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当中，教职工、学生、园区员工积
极参与， 用实际行动响应垃圾分
类的号召，创造美好环境。

北京科技大学

“花式” 推介垃圾分类
做到人人知晓

学生找来四个带盖小桶， 在
桶身前面分别贴上 “可回收 ”
“有害”“厨余”“其他”四种不同颜
色的标签， 一组分类垃圾桶就设
计完成了； 把喝完的饮料瓶进行
巧手装扮，易拉罐就“变身”为装
饰品， 为宿舍增添了一份温馨；
废旧快递外包装不用丢弃， 而是
改造成垃圾桶， 变废为宝……

上述诸多创意， 出自于北京
科技大学后勤分工会与后勤管理
处物业服务中心不久前举办的垃
圾分类短视频作品征集活动。 后
勤分工会、 物业服务中心主任顾
耘宇告诉记者， 上半年受疫情影
响， 学生无法返校， 留校的只有
100多人 。 在本市 5月 1日实施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后，
根据市里政策， 结合学校开展的
劳动教育工作， 后勤分工会提出
“停课不停学”， 通过线上线下同
上一节劳动课的方式， 继续对学
生开展劳动教育。 “垃圾分类正
好符合这一理念， 可以作为劳动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线上劳动课倡议发出后 ，
130名学生党员提交了他们的劳
动成果， 涵盖短视频、 宣传海报
等不同种类。 由于短视频要求时
长不超过一分钟， 参与者就尽量
浓缩精华， 以小见大。

银杏树是北科大的标志性植
物， 7斋606宿舍的女生们搜集来
片片落叶， 制作成手工艺品， 装
饰宿舍空间， 本来只能扫入垃圾
桶里的绿化垃圾得到回收再利
用， 这一番巧思让人赞叹不已。
“宿舍是我们的家， 大家一起践
行垃圾分类， 营造干净整洁的宿
舍环境， 让家更温馨。” 经济管
理学院9斋821宿舍的几个男生把
易拉罐涂成蓝色， 串联好， 挂在
窗台上随风摇曳， “我们积极学
习垃圾分类知识， 可以为环保贡
献力量。” 学生党员李许诺上传
了自己承担社区 “桶前值守” 志
愿服务的工作视频， 他一边帮助
居民把生活垃圾分类丢置， 一边
向他们普及了垃圾分类知识。

目前， 后勤分工会、 后勤管
理处物业服务中心已经在微信公
众号上发布展示了征集到的优秀
短视频创意作品， 借此向全校师
生宣传分享垃圾分类理念， 发挥
短视频的示范引领作用。 顾耘宇
透露， 学生们在践行垃圾分类上
给了他们很多创新点， 后勤分工
会将继续探索完善包括垃圾分类
在内的劳动课程， 做成系统化的
学习体系。

据悉， 北京科技大学生活垃

圾管理工作按照统一领导、 部门
联动、 全员参与、 循序渐进的原
则， 统筹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落到
实处。 该校将后勤、 社区等单位
作为垃圾分类骨干牵头单位， 并
纳入年度重点任务， 把开展落实
情况纳入单位和个人考核评优指
标体系。

垃圾要分类， 关键在行动。
北科大校工会常务副主席贾水库
表示， 2020年以来， 学校垃圾分
类工作累计经费已投入近20万
元， 主要用于分类设施配置和宣
传； 校工会向全体教职工发出倡
议， 并开展了系列活动， 力争实
现 “知晓率、 参与率、 正确投放
率3个100%” 的工作目标。 相信
在学校的层层措施下， 全体师生
共同努力， 一定能做好这件关系
生活环境， 关系节约使用资源，
体现文明水平的 “关键小事”。

北京联合大学

“示范小家”“最美职工”
担当“领头羊”

积极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工
作， 可以参评 “示范小家” “示
范小小家” 和 “最美职工”， 这
是北京联合大学校工会在新学期
开学伊始出台的一项新政策。 消
息发布后， 得到全校二级工会和
广大教职工的热情响应， 9月共
上报推荐月度 “示范小小家” 52
个、 月度 “最美职工” 66人。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科技学院
党委委员、 经济管理系教工党支
部书记彭爱美是大家公认的志愿
者达人， 上半年疫情防控期间她
在小区门口值了3个月的班， 听
说社区发起垃圾分类志愿活动

后， 她又马上报名， 从8月底开
始 “桶前值守”。

“大哥， 这个塑料物品应该
放入其他垃圾桶里 ！” “张姐 ，
纸巾属于其他垃圾， 需要从厨余
垃圾里挑出来 ， 来 ， 我帮您 。”
……每周六， 她都会在居民楼的
垃圾桶前上岗服务2个小时， 一
边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的好处，
一边检查居民丢弃的垃圾， 帮他
们把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分好
类， 再倒进相应的垃圾桶里。 虽
然类似的话语要反复介绍， 但她
从不嫌麻烦， 居民也很认可。

有一次， 一个大妈拿着吃光
的中药丸蜡盒要扔入其他垃圾桶
里， 彭爱美赶紧告诉她那是有害
垃圾， 应该按照分类要求单扔。
大妈连声道谢， 买菜回来后又专
门找到她， 仔细打听垃圾分类的
方式。

在倡导别人做好垃圾分类的
同时， 彭爱美也严格要求自己，
在单位和家里把垃圾分好类： 她
在客厅和厨房各放置2个垃圾桶，
出去买东西带环保袋， 中午在食
堂吃饭尽量 “光盘”， 吃完药把
药品盒单独放入一个袋子里等。

因为在垃圾分类方面的突出
表现 ， 彭爱美被推荐参选 9月
“最美职工”， 而评选先进单位和
个人， 只是北京联合大学推动垃
圾分类工作的一项活动。

该校工会副主席唐武介绍，
校工会通过制定一个方案、 发出
一次倡议、 签订一份承诺、 组织
一次文化宣传设计展、 举办一次
垃圾再利用创意大赛等“八个一”
工程， 激发广大教职工投身垃圾
分类工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以
职工带动家庭，以家庭牵动社会，
为建设和谐宜居美丽之都、 提升

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做贡献。
北联大校工会按照学校 《生

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 建立自查
机制 ， 加强统筹协调和监督检
查； 各二级工会积极响应， 把宣
传生活垃圾分类融入日常工作，
带动引导教职工及家人养成垃圾
分类良好习惯 ， 做到 “人人愿
分、 人人会分”。 同时， 全校不
再使用纸质文件， 全面实现无纸
化办公， 开会也不再准备纸杯，
尽量减少白色垃圾的用量。

该校后勤工会投入专项资
金， 设置了23个符合环保规定的
垃圾集中存放点； 购置符合分类
标准要求的垃圾桶4130个， 制作
宣传牌41个、 宣传条幅27个、 宣
传折页1000张和宣传栏3个 ， 为
做好校园垃圾分类工作夯实设施
基础。

为了更好地宣传垃圾分类理
念， 北联大校机关工会下辖纪委
办工会小组组长姚志敏提出拍摄
集体短视频的创意， 小组成员每
个人都出镜， 介绍垃圾分类的好
点子， 有的单人说， 有的多人交
流，场景就设在办公室里，没有刻
意设计，但宣传效果不错。视频上
传给机关工会后得到大家的纷纷
点赞， 称这个创意很好、 形象生
动，推荐他们参选“示范小小家”。
小组成员赵玺说：“现在， 纪委办
每个人都已经积极行动起来，践
行垃圾分类， 办公室比以往更整
洁、更有序，工作环境更温馨了。 ”

金丰和科技园

领导带头专人盯守
创造园区美好环境

“垃圾分类是利国利民的一

件大好事， 是体现文明进步的新
时尚。 我们要走在园区前面。 ”北
京市皮鞋厂工会主席顾尚礼说。

今年5月 ， 北京市皮鞋厂 、
金丰和科技园就开展了主题为
“垃圾分类放 生活新时尚” 垃圾
分类工作动员会， 并成立了垃圾
分类领导小组。 厂党委书记、 厂
长王玉刚担任组长， 号召大家一
起开展垃圾分类。 工会主席顾尚
礼和纪委书记担任副组长， 组织
协调细节工作。

“说实话， 对于我们这样一
个日常有1200余人工作的园区来
说， 做好垃圾分类确实有难度，
可是有了党政的支持， 我们就有
了主心骨， 就能放手干了。” 顾
尚礼说。

皮鞋厂目前有职工90余名 ，
金丰和科技园有入驻企业270余
家。 随着北京疫情逐渐平稳， 园
区企业中90%的员工已经实现了
正常实地办公， 这就会产生大量
的垃圾， 尤其是厨余垃圾。

顾尚礼介绍说，“我们园区日
常职工用餐，仅快餐、便当盒就能
装满六七桶， 给垃圾清运工作带
来了很大的困难。面对这种现状，
我们厂行政部门与附近社区居民
委员会联系， 请来垃圾分类志愿
者给大家现场讲解垃圾分类的重
要性和具体要求， 通过现场模拟
投放的形式， 详细讲解了每样垃
圾的投放位置和注意事项， 让大
家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与此同时， 垃圾分类领导小
组和孵化器物业服务部沟通意
见，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办法。 大
力宣传垃圾分类的意义， 楼宇张
贴宣传海报； 对楼宇每层客户进
行宣传引导， 不放过一家公司，
签署相关约定； 垃圾实行定点投
放、 定点处理。 每层保洁员进行
二次分拣再处理； 园区内设置定
点集中投放点， 安排专人看守。

“我们各楼都有厨余垃圾桶
和其他垃圾桶， 我们安排了保洁
员专人看管这些桶， 每天上午8
点半到11点半， 下午1点到4点，
他们会集中将垃圾运到楼下， 进
行再处理。” 顾尚礼说， 正是有
了这样细致的安排， 看起来复杂
的垃圾分类工作很快就捋顺了。

据介绍， 通过近五个月的试
运行， 目前全厂职工及在园区工
作的职员已经适应了垃圾分类这
项有意义的活动， 园区职员纷纷
表示要按照垃圾分类的要求做好
这项活动，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以前， 没有开展垃圾分类
的时候， 办公区域， 尤其是垃圾
桶旁难免会有一些苍蝇、 蟑螂，
试过粘贴板、 喷过杀虫药， 可是
效果不理想。 自从大家按照垃圾
分类的要求做以后， 大家欣喜地
发现 ， 这些 ‘害虫 ’ 竟然消失
了。” 顾尚礼笑着说。

顾尚礼表示， 北京市皮鞋厂
金丰和园区只是社会缩影的一个
角落， 所开展的活动也是整个活
动的一粒沙尘， 但是只要千千万
万个沙尘的聚集就会形成一个沙
丘， 垃圾分类这件事看似平常，
但包含着国家巨大浪费的再利
用， 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
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把它干好并
传承下去。

制作创意短视频宣传垃圾分
类、 评选生活垃圾分类 “示范小
家”“最美职工”、专人盯管生活垃
圾创造园区美好环境……连日
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进校园、进
园区正在全市范围火热进行。各
级工会在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当中，教职工、学生、园区员工积
极参与， 用实际行动响应垃圾分
类的号召，创造美好环境。

北京科技大学

“花式” 推介垃圾分类
做到人人知晓

学生找来四个带盖小桶， 在
桶身前面分别贴上 “可回收 ”
“有害”“厨余”“其他”四种不同颜
色的标签， 一组分类垃圾桶就设
计完成了； 把喝完的饮料瓶进行
巧手装扮，易拉罐就“变身”为装
饰品， 为宿舍增添了一份温馨；
废旧快递外包装不用丢弃， 而是
改造成垃圾桶， 变废为宝……

上述诸多创意， 出自于北京
科技大学后勤分工会与后勤管理
处物业服务中心不久前举办的垃
圾分类短视频作品征集活动。 后
勤分工会、 物业服务中心主任顾
耘宇告诉记者， 上半年受疫情影
响， 学生无法返校， 留校的只有
100多人 。 在本市 5月 1日实施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后，
根据市里政策， 结合学校开展的
劳动教育工作， 后勤分工会提出
“停课不停学”， 通过线上线下同
上一节劳动课的方式， 继续对学
生开展劳动教育。 “垃圾分类正
好符合这一理念， 可以作为劳动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线上劳动课倡议发出后 ，
130名学生党员提交了他们的劳
动成果， 涵盖短视频、 宣传海报
等不同种类。 由于短视频要求时
长不超过一分钟， 参与者就尽量
浓缩精华， 以小见大。

银杏树是北科大的标志性植
物， 7斋606宿舍的女生们搜集来
片片落叶， 制作成手工艺品， 装
饰宿舍空间， 本来只能扫入垃圾
桶里的绿化垃圾得到回收再利
用， 这一番巧思让人赞叹不已。
“宿舍是我们的家， 大家一起践
行垃圾分类， 营造干净整洁的宿
舍环境， 让家更温馨。” 经济管
理学院9斋821宿舍的几个男生把
易拉罐涂成蓝色， 串联好， 挂在
窗台上随风摇曳， “我们积极学
习垃圾分类知识， 可以为环保贡
献力量。” 学生党员李许诺上传
了自己承担社区 “桶前值守” 志
愿服务的工作视频， 他一边帮助
居民把生活垃圾分类丢置， 一边
向他们普及了垃圾分类知识。

目前， 后勤分工会、 后勤管
理处物业服务中心已经在微信公
众号上发布展示了征集到的优秀
短视频创意作品， 借此向全校师
生宣传分享垃圾分类理念， 发挥
短视频的示范引领作用。 顾耘宇
透露， 学生们在践行垃圾分类上
给了他们很多创新点， 后勤分工
会将继续探索完善包括垃圾分类
在内的劳动课程， 做成系统化的
学习体系。

据悉， 北京科技大学生活垃

圾管理工作按照统一领导、 部门
联动、 全员参与、 循序渐进的原
则， 统筹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落到
实处。 该校将后勤、 社区等单位
作为垃圾分类骨干牵头单位， 并
纳入年度重点任务， 把开展落实
情况纳入单位和个人考核评优指
标体系。

垃圾要分类， 关键在行动。
北科大校工会常务副主席贾水库
表示， 2020年以来， 学校垃圾分
类工作累计经费已投入近20万
元， 主要用于分类设施配置和宣
传； 校工会向全体教职工发出倡
议， 并开展了系列活动， 力争实
现 “知晓率、 参与率、 正确投放
率3个100%” 的工作目标。 相信
在学校的层层措施下， 全体师生
共同努力， 一定能做好这件关系
生活环境， 关系节约使用资源，
体现文明水平的 “关键小事”。

北京联合大学

“示范小家”“最美职工”
担当“领头羊”

积极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工
作， 可以参评 “示范小家” “示
范小小家” 和 “最美职工”， 这
是北京联合大学校工会在新学期
开学伊始出台的一项新政策。 消
息发布后， 得到全校二级工会和
广大教职工的热情响应， 9月共
上报推荐月度 “示范小小家” 52
个、 月度 “最美职工” 66人。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科技学院
党委委员、 经济管理系教工党支
部书记彭爱美是大家公认的志愿
者达人， 上半年疫情防控期间她
在小区门口值了3个月的班， 听
说社区发起垃圾分类志愿活动

后， 她又马上报名， 从8月底开
始 “桶前值守”。

“大哥， 这个塑料物品应该
放入其他垃圾桶里 ！” “张姐 ，
纸巾属于其他垃圾， 需要从厨余
垃圾里挑出来 ， 来 ， 我帮您 。”
……每周六， 她都会在居民楼的
垃圾桶前上岗服务2个小时， 一
边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的好处，
一边检查居民丢弃的垃圾， 帮他
们把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分好
类， 再倒进相应的垃圾桶里。 虽
然类似的话语要反复介绍， 但她
从不嫌麻烦， 居民也很认可。

有一次， 一个大妈拿着吃光
的中药丸蜡盒要扔入其他垃圾桶
里， 彭爱美赶紧告诉她那是有害
垃圾， 应该按照分类要求单扔。
大妈连声道谢， 买菜回来后又专
门找到她， 仔细打听垃圾分类的
方式。

在倡导别人做好垃圾分类的
同时， 彭爱美也严格要求自己，
在单位和家里把垃圾分好类： 她
在客厅和厨房各放置2个垃圾桶，
出去买东西带环保袋， 中午在食
堂吃饭尽量 “光盘”， 吃完药把
药品盒单独放入一个袋子里等。

因为在垃圾分类方面的突出
表现 ， 彭爱美被推荐参选 9月
“最美职工”， 而评选先进单位和
个人， 只是北京联合大学推动垃
圾分类工作的一项活动。

该校工会副主席唐武介绍，
校工会通过制定一个方案、 发出
一次倡议、 签订一份承诺、 组织
一次文化宣传设计展、 举办一次
垃圾再利用创意大赛等“八个一”
工程， 激发广大教职工投身垃圾
分类工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以
职工带动家庭，以家庭牵动社会，
为建设和谐宜居美丽之都、 提升

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做贡献。
北联大校工会按照学校 《生

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 建立自查
机制 ， 加强统筹协调和监督检
查； 各二级工会积极响应， 把宣
传生活垃圾分类融入日常工作，
带动引导教职工及家人养成垃圾
分类良好习惯 ， 做到 “人人愿
分、 人人会分”。 同时， 全校不
再使用纸质文件， 全面实现无纸
化办公， 开会也不再准备纸杯，
尽量减少白色垃圾的用量。

该校后勤工会投入专项资
金， 设置了23个符合环保规定的
垃圾集中存放点； 购置符合分类
标准要求的垃圾桶4130个， 制作
宣传牌41个、 宣传条幅27个、 宣
传折页1000张和宣传栏3个 ， 为
做好校园垃圾分类工作夯实设施
基础。

为了更好地宣传垃圾分类理
念， 北联大校机关工会下辖纪委
办工会小组组长姚志敏提出拍摄
集体短视频的创意， 小组成员每
个人都出镜， 介绍垃圾分类的好
点子， 有的单人说， 有的多人交
流，场景就设在办公室里，没有刻
意设计，但宣传效果不错。视频上
传给机关工会后得到大家的纷纷
点赞， 称这个创意很好、 形象生
动，推荐他们参选“示范小小家”。
小组成员赵玺说：“现在， 纪委办
每个人都已经积极行动起来，践
行垃圾分类， 办公室比以往更整
洁、更有序，工作环境更温馨了。 ”

金丰和科技园

领导带头专人盯守
创造园区美好环境

“垃圾分类是利国利民的一

件大好事， 是体现文明进步的新
时尚。 我们要走在园区前面。 ”北
京市皮鞋厂工会主席顾尚礼说。

今年5月 ， 北京市皮鞋厂 、
金丰和科技园就开展了主题为
“垃圾分类放 生活新时尚” 垃圾
分类工作动员会， 并成立了垃圾
分类领导小组。 厂党委书记、 厂
长王玉刚担任组长， 号召大家一
起开展垃圾分类。 工会主席顾尚
礼和纪委书记担任副组长， 组织
协调细节工作。

“说实话， 对于我们这样一
个日常有1200余人工作的园区来
说， 做好垃圾分类确实有难度，
可是有了党政的支持， 我们就有
了主心骨， 就能放手干了。” 顾
尚礼说。

皮鞋厂目前有职工90余名 ，
金丰和科技园有入驻企业270余
家。 随着北京疫情逐渐平稳， 园
区企业中90%的员工已经实现了
正常实地办公， 这就会产生大量
的垃圾， 尤其是厨余垃圾。

顾尚礼介绍说，“我们园区日
常职工用餐，仅快餐、便当盒就能
装满六七桶， 给垃圾清运工作带
来了很大的困难。面对这种现状，
我们厂行政部门与附近社区居民
委员会联系， 请来垃圾分类志愿
者给大家现场讲解垃圾分类的重
要性和具体要求， 通过现场模拟
投放的形式， 详细讲解了每样垃
圾的投放位置和注意事项， 让大
家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与此同时， 垃圾分类领导小
组和孵化器物业服务部沟通意
见，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办法。 大
力宣传垃圾分类的意义， 楼宇张
贴宣传海报； 对楼宇每层客户进
行宣传引导， 不放过一家公司，
签署相关约定； 垃圾实行定点投
放、 定点处理。 每层保洁员进行
二次分拣再处理； 园区内设置定
点集中投放点， 安排专人看守。

“我们各楼都有厨余垃圾桶
和其他垃圾桶， 我们安排了保洁
员专人看管这些桶， 每天上午8
点半到11点半， 下午1点到4点，
他们会集中将垃圾运到楼下， 进
行再处理。” 顾尚礼说， 正是有
了这样细致的安排， 看起来复杂
的垃圾分类工作很快就捋顺了。

据介绍， 通过近五个月的试
运行， 目前全厂职工及在园区工
作的职员已经适应了垃圾分类这
项有意义的活动， 园区职员纷纷
表示要按照垃圾分类的要求做好
这项活动，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以前， 没有开展垃圾分类
的时候， 办公区域， 尤其是垃圾
桶旁难免会有一些苍蝇、 蟑螂，
试过粘贴板、 喷过杀虫药， 可是
效果不理想。 自从大家按照垃圾
分类的要求做以后， 大家欣喜地
发现 ， 这些 ‘害虫 ’ 竟然消失
了。” 顾尚礼笑着说。

顾尚礼表示， 北京市皮鞋厂
金丰和园区只是社会缩影的一个
角落， 所开展的活动也是整个活
动的一粒沙尘， 但是只要千千万
万个沙尘的聚集就会形成一个沙
丘， 垃圾分类这件事看似平常，
但包含着国家巨大浪费的再利
用， 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
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把它干好并
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