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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垃圾粉碎机、洗护小套装热卖 代收代分业务或将上线

垃圾分类新规掀起新兴消费潮
■ 本报记者 王旭光
7 月 1 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垃圾分
类措施《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正
式实施。
《条例》明确规定生活垃圾要实现干
湿分离，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
干垃圾分为四大类，个人混投行为将被处以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自此，手起袋
落，一个完美的抛物线丢出手中综合性垃圾
袋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一时间，网上、
朋友圈各种严肃的生活垃圾分类攻略、戏谑
调侃的分类攻略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严格
的生活垃圾分类要求也对消费端产生了不
小的影响。

碎、通过下水道直接处理、不用再进行分类
投放的小设备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苏
宁大数据显示，6 月 1 日~13 日，上海地区垃
圾处理器销售同比增长 991.96%，在“6·18”
期间更是格外走俏，
同比增长 1139%。
与此同时，垃圾分类也催生了更多的
新服务。不同于以品质服务著称的某快递
公司快递员自发的代扔垃圾行为，
“挠头”的
垃圾分类即将催生一批潜力巨大的代收代
分垃圾业务。很多接受记者采访的消费者
都表示，
愿意
“花钱”
扔垃圾。
长期工作、生活在上海的焦医生对新规
的出台表示欢迎，
“作为医生，我非常支持生
活垃圾分类，这样可以减少环境污染，降低
大家被病菌侵害的几率”。但由于工作性质
的原因，他笑谈估计自己每次都会“完美”错
过扔垃圾的时间，因此他对现在大家所说
的
“代收垃圾网约工”
很感兴趣。

等六类一次性日用品，违者将被最高处以
5000 元罚款。
热爱健身的 80 后程女士虽从小生活在
上海，但却经常全国各地地出差，她表示自
己早已习惯了自备洗漱用品和毛巾、梳子等
用品，一是觉得出差时每天一套一次性用品
很浪费，
二是自己对卫生问题也比较在意。
而对于从事媒体工作的罗女士来说，这
个规定就不那么容易接受了。前一段时间，
罗女士去上海出差，随后又跟随被采访单位
辗转苏州、杭州两地，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
访 时 ，罗 女 士 皱 着 眉 头 计 算
着，如果下次再连续
出差两星期，
自 己 需
要带

多少洗漱用品。
“虽然现在不提供‘六小件’不是强制性
的，但从长远来看这是大势所趋。我一会儿
就去超市买一些小包装的洗漱用品。”罗女
士说道。
某品牌保健及美容产品零售连锁店的销
售人员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
来洗发、
护发、
沐浴等产品旅行便携套装销售
非常好。
“洗护用品旅行装由于性价比没有大
瓶装合适，过去消费者购买此类商品的不是
特别多，
但最近销量直线上升，
有的小套装已
经断货了。
”

“新时尚”
正走向全国
■ 本报记者 王旭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考察时
曾表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
7 月 1 日，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正式实施，拉开了生活垃圾分类的
“时尚大幕”
。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确
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
干垃圾四类，对个人将有害垃圾与可回
收物、湿垃圾、干垃圾混合投放，或者将
湿垃圾与可回收物、干垃圾混合投放的，
新规促消费
规定可处以 50 至 200 元的罚款；单位混
装混运，
最高可处以 5 万元罚款。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的种类
今年 6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9 部
和数量相较于以往都有所增加，所产生的垃
门印发《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消费习惯也得变
圾必然会随之增多，生活垃圾新规的“高标
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
准、严要求”反过来也对消费产生了一定的
知》，决定自 2019 年起在全国地
影响。
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张图片，
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
有消息称，因生活垃圾分类需要，上海
四个颜色的垃圾桶并排摆放，上面
圾分类工作，到 2020 年 46 个
无论是普通的垃圾桶、能满足干湿分类需求
分别标着“湿垃圾”
“干垃圾”
“有
重点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
的垃圾桶，还是垃圾粉碎机最近都已“卖
害垃圾”和“可回收物”，每个竖
类处理系统，到 2025 年全
疯”，甚至卖断货。随着需求的上涨，这些垃
列下面分别对应着近 30 种物
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
■ 本报记者 王旭光
施，上海垃圾分类“大考”的第一天就有 4 人被开罚
圾盛装、处理设备的价格也
“水涨船高”。
品 ，配 题 为“ 出 差 上 海 必
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
单；当天，上海执法部门开出 623 张垃圾分类整改
听到记者询问是否买了上述热销产品，
备”。有网友调侃道，自从
统。上海市率先实施
当记者幼时在郊区看到“垃圾山”和“垃圾坑”时， 单。可见，
这次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我们是认真的”
。
退休在家多年并喜欢关注时事的孙阿姨笑着
上海出台了垃圾分类规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之
感到很疑惑，这些垃圾最后怎么办，住在附近的居民怎
垃圾分类看似生活小事，实则是关乎民生的大事。
说：
“普通垃圾桶是买了几个，
以便分类需要，
则，都不敢随意去上海出
后，
谁将是下一个？
么办？
对于强制垃圾分类，有无数赞扬之声，也有不少非议之
但却没买那么贵的。我看新闻中说不建议使
差了。
据了解，继上海
从小我们就背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
言。
用垃圾粉碎机，
有可能引起下水道堵塞。
”
当然，不随意去上海
生活垃圾分类打响
中餐，粒粒皆辛苦”。虽然“光盘行动”实施后，很多人减少
垃圾分类新规实施之初的确会给大家造成一些小
对推行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孙阿姨表
只是玩笑话，但新规对经
第一枪之后，无锡、
了对食物的浪费，
但也有一些人没有在意，
遑论
“走心”
。
“困扰”
，甚至会为我们的生活增加一些时间成本，有的时
示
“举双手欢迎”
“
。据说以后生活垃圾分类投
常去上海出差的消费者
西安等城市的生活
垃圾场或垃圾箱内汤汤水水，满地污渍油腻，人见人
候人们也会为如何分类而“抓狂”，但久而久之，通过垃圾
放要定时定点，听起来好像扔个垃圾都不方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为
垃圾分类也已进入
躲，捂鼻掩口。从事垃圾处理行业的人员不得不忍受在
分类，大家加深了对可回收利用和有害垃圾的了解，减少
便了，
不过习惯了也就好了，
这毕竟是利国利
实现垃圾减量化，进一步
倒计时。
这样脏乱差的环境中工作。
有害垃圾的使用或生产，从源头上减少垃圾产出；通过垃
民的好事，
让大家都能有个好的生活环境。
”
落实垃圾分类工作，7 月 1
无锡已出台生活
不少孩子跟着父母辗转奔波，在垃圾堆中生活、玩
圾分类和定点定时投放让大家有意识地减少垃圾产生，
不少消费者未雨绸缪，在“6·18”电商
日起，上海市旅游住宿业
垃圾分类时间表，
《无
耍、长大，甚至长大了也从事这种看上去“不体面”的工
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浪费。天更蓝、
草更绿、
水更清，
大促中，厨余垃圾处理器销量在厨卫家电销
不再主动提供牙刷、梳子、
锡市生活垃圾分类管
作。
相信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量中占据了半壁江山，这一能把餐厨垃圾打
浴擦、剃须刀、指甲锉、鞋擦
理条例》将于 9 月 1 日
相信很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家里一些旧衣服、
垃圾分类尚未成为居民的普遍行动和生活习惯，
起实施，文件明确了分
旧玩具、
看过的书籍等，弃之可惜，留着没地方安置， “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是之前普遍存在的问
类标准为有害垃圾、可回
扔到垃圾桶后，虽然混合着湿垃圾的污垢，书籍仍
题。垃圾强制分类，就是要每个人从内心和行动
收物、易腐垃圾、其他垃圾
然会被捡拾垃圾人员拿去阅读，衣物、玩具仍然
上真正动起来，拒绝做“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
“四分法”。未按照规定要
会被生活拮据的人拿来使用。如果实施了垃
人”。
求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个人，
圾分类，不但方便回收，也能基本保证这些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新规已实施，人
由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
物品的整洁度，旧物实现了循环利用，既
们需要做的就是尽快适应，改变不好
其改正；拒不改正的，将被处以
环保又利己利人。
的消费习惯和生活习惯。养成习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
7 月 1 日起，
《上海市生
惯 并 非 难 事 ，难 的 是 改 变 习
《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
惯。
也将于 9 月 1 日起施行。
《办法》规定，西
安市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
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单位或个人违反规定
随意投放生活垃圾的，个人将被罚款 100 元以上 200
■ 本报记者 李子晨
在淘宝平台与“垃圾”有关的买买买更是从企业
元以下，单位将被罚款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其中
延伸到个人。数据显示，早在今年四五月份，上海各
还规定，个人拒不履行垃圾分类的，不良信息将被纳入个人
7 月 1 日，史上最严垃圾分类规定在上海正式
个小区就开始未雨绸缪，纷纷在淘宝企业服务平台
征信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在个人家用垃圾桶领域，买的最
开始施行。历经三个月的绸缪，垃圾分类对人们生
采购分类垃圾桶，为居民提供垃圾分类投放点。5
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也在积极修法或立法推进相应
多的并不是上海人。或受 6 月 28 日国家住建部宣
活的影响以及消费者对垃圾分类新规的的反应，通
月，淘宝企业服务平台上分类垃圾桶的搜索量大涨 3
的垃圾分类管理文件，垃圾分类“新时尚”大有燎原之势。垃
布全国 46 个重点城市都将逐步实施“垃圾分类”的
过电商平台的数据可一览无余。尤其最近半个月，
倍多，成交同比大涨超七成。尤其是上海地区的订
圾分类事关百姓日常生活，
也给这一
“千亿”
市场带来新机遇。
影响，广东、江苏、浙江等相关地区的消费者都闻风
各电商平台上与“垃圾分类”有关的产品都成了爆
单量在全国遥遥领先，同时采购分类垃圾桶的企业
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17 年我国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
而动，
提早抢购垃圾桶。
款。
客户中，
九成为新用户。
生量由 1.61 亿吨增加至 2.02 亿吨，5 年综合利用率分别为
除了购买垃圾桶，
在
6
月最后一周，
淘宝上
在刚刚过去的电商年中大促期间，苏宁大数据
除了企业服务领域，市民家里的垃圾桶也亟待
97.41%、97.79%、97.33%、99.11%及 99.45%。而 2017 年上海
显示，6 月 1 日~13 日，垃圾处理器全渠道同比增长
更新换代。淘宝极有家数据显示，整个 6 月垃圾桶 “分类垃圾桶”这个关键词的搜索量也迎来高峰，
市环卫系统统计的生活垃圾清运量为 899.5 万吨，占全国总量
比上月底大涨 40%。据了解，很多淘宝商家都在
612.85%，上海、南京、广州位列前三。据悉，这一现
销量达 300 万件。尤其在 6 月 24 日~30 日这一周，
的 4.4%，
是中国垃圾产生量最大的城市。
店铺中挂出了垃圾分类的
“指导”
，吸引大量上海
象在 4 月份上海市垃圾全程分类信息平台正式上线
垃圾桶的销量比去年同期大涨五成。赶着垃圾分
垃圾分类这一“新时尚”也带来了无限商机，除了垃圾桶、垃
市民前来“恶补”垃圾分类知识。不仅如此，为
运营后更为明显。同时，今年京东“6·18”期间，厨余
类生效前，很多上海市民“临时抱佛脚”，多买几个
圾粉碎机等商品的畅销外，代收垃圾网约工、环境监督员、垃圾
了让市民更好地学习垃圾分类，有商家还卖起
垃圾处理器也成为爆品。京东数据显示，6 月 18 日
垃圾桶。可能为了以最快速度收到垃圾桶，上海本
分类考核员、垃圾分类分拣员等职业也应运而生，
“ +互联网”让
了垃圾分类教学用具等商品。数据显示，6 月
开始半小时内，垃圾处理器的销售额就达到去年的
地 产 业 带 的 垃 圾 桶 最 为 抢 手 ，销 量 同 比 大 涨 3 倍
垃圾分类变得更简单，通过微信小程序下单即可一键预约上门回
份这类教学用具的搜索量环比大涨 17 倍。
3.5 倍。
多。
收干垃圾。

垃圾分类

生活小事 民生大事

为了你的垃圾分类
线上商家拼了

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在京发布
本报讯 近日，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简称“品保委”
）成立
十九周年年会暨 2018~2019 年度知识产权
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发布
交流会在北京举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等相关部门官
员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及“两法”衔
接典型案例办案单位代表、驻华使馆、商
会、国际组织、知名知识产权科研机构、国
有及民营企业嘉宾、媒体和品保委会员代
表近 300 人应邀出席。
自品保委 2002 年首次举办年度十佳

案例评选以来，该评选受到国内外关注的
程度与日俱增。现在，品保委年度十佳案
例发布交流会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
促进国际社会与外国公、私机构客观认识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窗口和交流的平
台。
参评的案例分为刑事类知识产权保护
十佳案例、非刑事类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
例及“两法”衔接典型案例三大类，由会员
企业自主提名，选举委员会通过无记名投
票产生。经过公平、公正、公开的评选，此
次共有 25 个案例当选。
据了解，本年度获选案例呈现出四个

主要特点：其一，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其
中包括造成农民严重减产的假种子案件、
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和高血糖等疾病的药品
是没有任何药物活性成分的假药等案件。
案例的处理结果显现了刑事司法机关对假
药零容忍，坚决维护百姓用药安全、生命安
全和财产安全的坚定决心与良好成效。
其二，是跨境携手、共治假冒模式的典
范。多发案件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日趋区
域化、全球化的特征，而“境外查扣、中国追
责”则打破了造假者“侵权货物出境即安
全”的侥幸心理。中外警员、中外权利人、
中外律所，各方机构开展国际合作，携手共

治假冒。这也显示出中国政府在国际执法
合作常态化方面的决心与表现。
其三，打击力度加大，实刑加巨额罚
金。判决严明增强了权利人对中国司法环
境的信心，鼓励权利人积极维权，惩罚了违
法分子，
威慑了造假者。
其四，
“ 两法”衔接典型案例均为海关
与公安机关合作的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案
件，海关与公安在情报共享、程序衔接、物
品交接、信息反馈方面紧密合作，是大力推
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的重要成
果，充分显示了权利人对中国海关知识产
权保护、海关与公安部门在打击出口假冒

产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方面的高度
认可。
18 年的案例评选及发布活动深刻反映
了知识产权保护路上政企的紧密合作。此
次评选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一个剪
影，也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和推进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真实写照，更为知识
产权保护执法、司法、学术研究活动提供了
经典案例。在这一过程中，外商投资企业
在华知识产权保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
支持，并取得喜人成果。这一举措也得到
外商投资企业的肯定以及国际社会的认
可。
（刘旭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