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三亚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工作方

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市各有关单位：

《三亚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工作方案》已经七届市政府第

7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1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三亚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工作方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

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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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2019 年海南省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行动方案》等文件要求，结合三亚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住建部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要求，改善人居环

境，提高生活垃圾处置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水平，着

力构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分类处置体系，强化

宣传教育，提升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识，逐步实现生活垃圾

分类实施范围全覆盖，为建设美丽三亚打下坚实基础，为建

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作出表率，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

（二）基本原则

1.政府推动，全民参与

落实政府主体责任，构建生活垃圾分类组织体系，组织居

民和单位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活动，引导居民逐步养成主动分

类的习惯，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

2.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综合考虑三亚市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习惯、垃圾成分

等实际情况，科学制定实施计划，合理确定实施路径，有序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3.完善机制，创新发展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综合运用

宣传发动、激励引导、考核奖惩等措施，健全生活垃圾分类

标准制度体系。加强技术创新，利用物联网信息化手段提高

生活垃圾分类积极性和效率，促进资源循环利用。

4.协同推进，有效衔接

加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资源化利用和终端处置等

环节的衔接，形成统一完整、能力适应、协同高效的全过程

运行系统。

（三）实施范围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在全市全域范围内推行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



（四）主要目标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全市全域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2020 年 8 月 1 日前，各区至少完成不少于 1 个社区居委会生

活垃圾分类试点。2020 年年底前，重点完成 30 个美丽乡村

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含继续推进 2019 年任务中的 17

个）；完善全市智慧垃圾分类系统并投入运营。2022 年，基

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体系。

二、主要任务

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分类处理的全程分类

体系，并明确分工及责任主体，扎实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一）推行分类投放

各生活垃圾分类开展点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数量适宜的生

活垃圾收集点，在收集点上建设适量的生活垃圾分类屋或配

置智能生活垃圾分类柜，原则上取消所有沿街摆放，暴露在

外的垃圾桶，探索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有偿回收或奖励机制，



积极引导居民分类投放，解决生活垃圾暴露及垃圾混投问

题。

1.垃圾分类类别

全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行“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四种分类。

可回收物，主要包括废纸张、废塑料、废金属、废玻璃制

品、废织物等适宜回收、可循环利用的生活废弃物；

有害垃圾，主要包括废电池、废灯管、废药品、废杀虫剂、

废温度计、废油漆及其容器等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

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生活废弃物；

厨余垃圾，主要包括家庭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厨余

垃圾等易腐烂的、含有机质的生活废弃物；

其他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以外的

其他生活废弃物。



国家生活垃圾的分类标准调整的，从其规定。

公共机构和场所有集中供餐的可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

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四类，无集中供餐的可分为可回收

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三类；部队，企业单位可参照公共

机构生活垃圾分类，根据垃圾产生源实际情况确定分类模

式，含餐饮的宾馆酒店、旅游景区，餐饮业等分为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四类；城市居住区域、农村

区域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四类。

2.投放设施配置

可回收物：各生活垃圾分类开展点可根据人口数量，合理

建设若干个生活垃圾分类屋或配置若干组智能生活垃圾分

类柜，每组至少设置废纸张、废塑料、废金属、废玻璃制品、

废织物 5 个投递口，通过人脸识别身份信息等技术，监督生

活垃圾分类效果；

有害垃圾：各生活垃圾分类开展点根据有害垃圾产生量至

少配置一个有害垃圾收集点，鼓励安装智能生活垃圾分类

柜，通过人脸识别身份信息等技术，监督生活垃圾分类效果；



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各生活垃圾分类开展点可根据人口

数量、垃圾分类种类、垃圾产生比例，合理建设若干个生活

垃圾分类屋或配置若干组智能生活垃圾分类柜，并设置比例

适合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投递口。

3.分类投放要求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行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其责任人按

照下列规定确定：

（1）党政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组

织的办公和生产场所，本单位为责任人。

（2）道路、广场、公园、公共绿地、体育场馆、演出场

馆、风景名胜区、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管理单位为责任人。

（3）机场、车站、码头以及旅游、文化、体育、娱乐、

商业等公共场所，经营单位为责任人。

（4）城市居住区域中住宅小区实行物业管理的，物业服

务企业为责任人；无物业管理的，社区居委会为责任人；社



区公共区域，社区居委会为责任人；农村区域所在地，村委

会为责任人。

（5）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施工单位为责任人。

（6）举行大型户外活动的，组织单位为责任人。

不能确定责任人的，由各区政府（管委会）负责，也可以

由其另行确定并向责任区域公示。

各责任人应承担下列责任：须按要求配置相应数量的投放

端设备设施并负责维护，对现有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端设施设

备不符合要求的进行改造；通过宣传栏、宣传手册、宣传横

幅、电子屏幕等形式，加大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力度，营造浓

厚氛围；安排适量督导员，引导市民准确分类投放，纠正不

准确的投放行为，提升分类投放的准确率，确保需要转运的

垃圾无缝对接进入市、区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网络。其中社区

居委会、村委会为责任人的区域及不能确定责任人的区域，

投放端设施设备配置、改造、维护及生活垃圾分类宣传由属

地政府负责。



（二）实施分类收运

1.收运设备配置

各区政府（管委会）在现有收运设备的基础上，根据农村

和城市的实际情况，增配数量适宜的收集车辆及人员，并按

照要求统一各类车辆标志、颜色，确保整个生活垃圾分类体

系的衔接。

2.分类收运要求

以“分类处理”引导“分类收运”，构建分类直运体系，

采用密闭、环保、高效、智能的专用车辆，杜绝垃圾落地，

严禁混收混运，鼓励有资质企业积极参与分类收运工作。

有害垃圾定期转运至具备资质的存储中心或有害垃圾处

理厂；可回收物直接运输至具备资质的垃圾回收处理企业；

厨余垃圾必须每天定时进行收集，直接运输至我市餐厨垃圾

处理厂；其他垃圾必须每天进行收集，按现行模式统一运输

至我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各区政府（管委会）可根据垃圾生产量合理安排收运频次。

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实现每日分类收运；可回收垃圾、有害

垃圾根据产生量由具备相关资质的运输企业预约收运或者

定期分类收运。

（三）实施分类处理

有害垃圾由具备相关资质的运输企业收运，并运输至有害

垃圾处理厂处理，可回收物由具备资质的垃圾回收处理企业

处理，厨余垃圾由餐厨垃圾处理厂处理，其他垃圾由我市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实现各类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和资

源化利用。

加快循环经济产业园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完善生活垃圾

处理设置规划布局，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项目、餐

厨废弃物处理厂扩建项目及废旧塑料、电池、电子垃圾、灯

管等回收利用中心建设，提高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四）搭建分类管理系统



建成市区两级，口径统一、资源整合、数据共享的全市智

慧垃圾分类系统，主要包括业务监管中心、大数据分析中心、

考核系统和宣传平台。

三、责任分工

各区政府（管委会）：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承担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的主体责任，具体负责辖区内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

组织实施，规范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分类处理，

并做好宣传发动、人员培训工作；负责督查、指导、考核辖

区内所有责任人垃圾分类工作落实情况，并对未按时完成任

务的责任人进行通报，督促其按期完成；负责配合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完善智慧垃圾分类系统相关管理数据；负责安排落

实本辖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相关经费；积极研究探索通过引

进社会资本参与辖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市委宣传部：负责加强舆论宣传工作，协调新闻媒体积极

开展各类宣传教育活动，正面宣传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引导

市民广泛参与、积极支持。



共青团三亚市委员会：负责组织指导各级团组织及联系大

学生队伍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

识。

市精神文明和爱国卫生办公室：负责统筹全市志愿者服务

活动，协助提供志愿者名单，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负责

将倡导生活垃圾分类、绿色生活的理念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情况纳入年度爱国卫生

检查考核范围。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统筹、指导、考核、推广全市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负责全市性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处置项

目规划建设并组织实施；负责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宣传和

培训，制定生活垃圾分类中的名词术语、图形颜色标志；负

责全市智慧垃圾分类系统以及公众账号的建设、运营、维护；

负责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建设和推广工作；负责督促全市物业

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属地相关职能部门做好配合。完

善全市智慧垃圾分类系统，探索生活垃圾分类有偿回收和激

励机制。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提供有害垃圾收运处置企业、场所名

录；负责指导建设危险废物收运处理体系，做好有害垃圾收

集、运输、储存、处置等过程中的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并对垃圾集中转运设施、终端处理处理设施等场所的污染物

排放情况进行监督管理。负责规划布局废物暂存、转运场所，

依法审批核发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属地相关职能部门做好

配合。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在新建、改建或者扩建等建设

工程方案审查时，要求生活垃圾分类配套设施与主体工程同

步设计，属地相关职能部门做好配合。

市财政局：负责安排落实市直部门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相关经费，指导各区财政落实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相关经费。

市商务局：负责督促农贸市场及大型（3000 平米以上）

购物中心、商城、超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并按时完成；负

责规划布局全市可回收物回收网点，负责提供可回收处置企

业、场所名录。



市教育局：负责督促直管学校（含幼儿园）的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并按时完成；负责对全市中小学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知

识宣传教育，将生活垃圾分类教育纳入全民教育体系，属地

相关职能部门做好配合。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督促直管医疗机构的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并按时完成。

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负责督促直管宾馆、酒店、旅

游景区，体育场馆、演出场馆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并按时完

成。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督促全市机场、汽车站、营运码头的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并按时完成。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督促全市餐饮服务单位的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并按时完成，属地相关职能部门做好配合。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全市不按规定落实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的投放管理责任人、不按规定分类运输的垃圾车辆查处

及其他执法事项，属地相关职能部门做好配合。



市水务局：负责协调解决全市生活垃圾分类相关设施设备

用水需求，属地相关职能部门做好配合。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督促渔港码头、活禽宰杀市场的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并按时完成。

市妇联：负责对全市妇女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与循环利

用知识的宣传教育，组织妇女参加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与循环

利用的志愿服务、宣传教育和体验活动，带头做好家庭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工作。

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按照垃圾分类相关要求与驻地部队

衔接，做好部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三亚供电局：负责协调解决全市生活垃圾分类相关设施设

备用电需求，属地相关职能部门做好配合。

其他相关政府部门、部队、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负责

本单位生活垃圾工作并按时完成，同时按职责配合属地做好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四、保障措施

（一）建立组织领导机构。为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三亚市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

常务副组长由分管副市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副秘书长和市

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担任，成员单位由各区政府（管委会）

及市直各相关部门主要领导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垃圾分类办

公室，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办公室主任由市住房

城乡建设局局长兼任，成员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生态环

境局、市商务局、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明确专人 1 名参

与该工作，负责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组织协调及督查工

作，可聘用临时雇员参与垃圾分类办公室工作。各区政府（管

委会）成立辖区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辖区生活垃圾分类全

面工作并于市垃圾分类办公室对接，可聘用临时雇员参与垃

圾分类工作。

（二）落实主体责任。各区政府（管委会）应当成立相应

的组织领导机构，因地制宜，结合现有体系，研究制定具体

实施方案，深入发动，广泛宣传，加大资金保障，整合资源，

充分发挥市区相关部门作用，因地制宜，积极探索与本辖区

相适应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和工作模式，按时完成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其他责任人按要求认真制定计划，积极开展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相关行业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的督促，确保按时限完成。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区政府（管委会）、各相关职能

部门要通过电视、电台、平面媒体、网络等多种方式，分区

域、分行业、分层级加大宣传力度，普及垃圾分类知识。积

极探索“社区（农村）+志愿者”等模式，发动环保志愿者

与社会各阶层进入社区、进入家庭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

传。

（四）落实资金保障。市、区两级财政每年应将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专项经费纳入年度预算。市财政局负责落实市直部

门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经费。各区政府（管委会）负责安

排落实本辖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相关经费。

（五）强化监督考核。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对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的督促，各区政府（管委会）要加大督查、指导、考核

力度，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顺利实施。市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领导小组将适时对各级各部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



（六）强化监管执法。强化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和

处置的全过程监管。加强对违规投放、收运、处置生活垃圾

的整治力度，对随意倾倒、处置生活垃圾的行为以及未按照

时限或拒不配合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海

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相关法律责任条款进行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