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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长效促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落实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民众消费水平的大幅提高，城

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日益增长，由此带来的环境隐患也日

益突出。近年来，国务院办公厅、发展改革委和住房城

乡建设部相继发文，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出了具体任

务，并确定了 46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 

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组织经济分析师到各地进

行实地调研，梳理现阶段垃圾分类工作的短板，总结各

地的创新做法和先进经验，为其他地区推动垃圾分类提

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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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长效促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落实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全国垃圾分类工

作由点到面、逐步启动、成效初显，46 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推进垃圾分类取得积极进展。但也要看到，垃圾分类是一项

长期性、系统性工程，从调研情况看，各地还存在一些不足

和短板，不少地区垃圾分类的深入性、全面性和持久性还不

够，有些地区垃圾分类进展较为迟缓，应建立常态化、长效

化工作机制，促进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落实。 

一、垃圾分类初见成效 

全国各地通过试点推进、全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等多

种方式，积极探索垃圾分类处理模式，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

垃圾分类处理体系的逐步完善不仅优化了城市运行体系，也

使得可回收垃圾的经济价值凸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参

与到循环经济产业链发展中。 

（一）试点小区先行先试 

哈尔滨市是我国特大城市，城区总人口 553 万人，每日

产生的生活垃圾大约 4650 吨。2019 年以来，哈尔滨市委市

政府下决心狠抓垃圾分类工作，探索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

圾、易腐垃圾、其它垃圾等四类垃圾有效分类模式，并在全

市主城区的 114 个街道试点垃圾分类，覆盖 233 个小区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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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近 26 万户。目前，哈尔滨市共计购置分类垃圾袋 230

万个，设置分类垃圾桶 11438 个，均已投入使用。 

哈尔滨市城管局副局长佟晓宇说，他们选择一批住户在

300 户以上、封闭半封闭、街道管理的、物业弃管等不同类

型的小区作为哈尔滨市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试验田”先行

先试。取得成熟经验后，将在全市推广。 

在哈尔滨松北区唐宁郡小区内，相隔不远就有一组印有

“餐厨垃圾”“可回收垃圾”“其它垃圾”字样的垃圾筒整齐

摆放，小区的两个大门口有专人为业主免费提供红色的有害

垃圾袋、绿色的厨余垃圾袋和黑色的其它垃圾袋。小区每个

单元门口都挂着一个像“鸽子笼”一样的小箱，专门回收业

主的电池、小灯泡、温度计、遥控器等有害垃圾。在小区的

地下停车场专门有一间垃圾暂放间，将可回收垃圾或大件旧

物登记在册暂存，达到一定数量后，由专业公司集中收集处

理。据了解，这个小区的设施配置，属于全市试点小区的“标

配”。小区物业经理王忠华说，他们小区专门配备了宣传员、

督导员、巡视员进门入户讲解垃圾分类知识，帮助业主将分

类后的生活垃圾精准投放。 

乌鲁木齐自 2013 年启动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在当

地中心城区选取 34 个小区建成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小区。5 年

来投资 5000 多万元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试点项目，共采

购分类收集垃圾房 48 座、监控系统 48 套、餐厨车及电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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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辆，向居民发放分类垃圾桶 4.7 万个，垃圾袋 930 万个。 

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的华凌公馆小区南门入口处，新

型智能垃圾分类房十分显眼。新华社经济分析师看到，这个

垃圾房分别设置有“可回收物”“有害垃圾”“玻璃回收”“厨

余垃圾”“其他垃圾”5 个封闭式垃圾投放窗口。 

据水磨沟区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人

介绍，水磨沟区首批有 50 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2019 年，

乌鲁木齐还将新增 220 个小区作为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引导

更多市民主动参与其中，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二）智能设备成“标配” 

杭州从 2010 年 3 月就大力推广垃圾分类。如今在杭州，

各社区、街道、城区都在用各种办法进行垃圾减量，一些环

保发电公司、绿色能源公司、回收公司都在做着垃圾分化处

理的工作。垃圾回收机、生态垃圾处理站等智能设施成为越

来越多小区的“标配”。 

“今日可回收废品 208.4kg，厨余垃圾分解 3 桶，约

450kg……”杭州市余杭区金帝海珀小区项目经理王先胡每

天都要向小区智能垃圾分类运营方浙江联运环境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汇总垃圾分类数据。在该小区，业主带着分类垃圾

来到智能垃圾箱前，扫描身份识别二维码并依次按下“塑料”

“纸张”等按钮，把垃圾放入对应的桶内，垃圾称重会自动

完成，结算积分进入业主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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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运环境为这样的小区设置了约 5 人的运营团队，从项

目经理、宣传员到巡检员、司机，都是 24 小时反应。通过

每天的数据跟踪，可以知道小区哪些住户没有积分，然后进

行宣传劝导。巡检员拿着手持巡检终端 PDA，可快速识别垃

圾分类投放的正确程度。 

“设备再智能也不会主动‘吃垃圾’，所以用智能技术

手段有效引导居民确保垃圾分类十分重要。”联运环境董事

长王永说，作为垃圾分类系统工程的关键“第一步”，顺利

实施分类投放既需要全社会加强宣传，引导居民树立垃圾分

类投放意识，也需要通过技术手段有效追溯不符合投放标准

的垃圾来源，减少垃圾二次分拣，为后续针对性劝导及执法

提供条件。 

在联运环境，“物联网感知＋金融结算＋大数据分析”

已成为其智能垃圾收集箱的“标配”。该前端系统包括了智

能垃圾袋发放机、智能垃圾分类箱、智能可回收垃圾箱三个

硬件，以及一个智能垃圾分类云平台，为解决前端分类难题

提供智慧化解决方案。 

其中，二维码为垃圾分类可追溯性提供了重要支持。据

悉，联运环境通过发放带有二维码的智能垃圾分类卡和垃圾

袋，建立一户一码实名制。小区居民通过垃圾箱条码扫描器

打开垃圾箱投放垃圾。在检测到垃圾投放时，摄像系统会将

投放的视频信息传输到后台。垃圾箱内置有自动感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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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居民投放垃圾时，既可以自动称重、计算并上传居民本次

投放获得的积分，又可及时检测到垃圾重量减少的异常数

据，防止垃圾偷盗。 

巡检员每天会使用手持巡检终端实时扫描垃圾袋二维

码，抽查垃圾袋内的分类是否正确，并将检测照片上传至垃

圾分类云平台，对用户积分进行修正。通过数据跟踪，运营

团队可以知道哪户人家积分异常，后续可进行针对性的宣传

劝导。 

数据跟踪如何高效、精准，关键在于垃圾分类运营管理

的信息中心云平台。在位于杭州的联运“智慧系统”控制大

厅内，覆盖了整面墙的大屏幕可在线查看全国 600 多个垃圾

分类项目的数据。全国各个垃圾分类投放点的实时回收量的

变化情况，每家每户投放垃圾的时间、类型、重量以及积分

变动情况也都能在该中心实时查询。 

据介绍，大数据管理平台目前涵盖了垃圾减少量、分类

正确率、居民参与率等多项指标，其中垃圾总减量、可回收

物月同比增长率等重点数据的趋势变动，能够为政府有关部

门调控资源、有效监管提供便利。 

（三）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 

湿垃圾做肥料、做沼气，建筑垃圾做成建材，绿化垃圾

挤压成燃料棒或做成肥料等，在分类的基础上，让不同种类

的垃圾“各显其才”，进行资源化利用，已成为多地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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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浙江联运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已在全国多地建

立了近 30 个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对垃圾进行二次分拣。工

作人员按照分类标准及品类、品质、规格等要求，进行专业

化分类、挑选、清洗、破碎、切割、拆解，分拣后的再生资

源经压缩打包、分类贮存，进入再生利用环节。 

据介绍，联运环境和余杭区东湖街道共同建立的厨余垃

圾处理站覆盖了街道内 57197 户居民，年处理量达 6840 吨，

其中约 12%的厨余垃圾经过堆肥处理成为了有机肥料。其他

垃圾主要与第三方专业处理单位展开深度合作，大件垃圾在

分拣中心被分为家电、纸类、金属等 7 大类，在破碎后经第

三方机构回收利用材料和零部件；有毒有害垃圾则需要特殊

的安全处置，分解有害物质。 

哈尔滨市天人瑞合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

“吃”剩菜剩饭的企业。这家企业正在实施的“哈尔滨餐厨

废弃物无害化利用”项目，每日可处理掉近 300 吨厨余垃圾，

约占哈尔滨市厨余垃圾总量的 1/3 以上。企业从这些垃圾中

可提取生物柴油、营养土、燃料油、沼气、有机肥等，目前

已与近 4000 家餐饮机构、大专院校、机关、企事业食堂签

订免费收集厨余垃圾合同。 

哈尔滨市天人瑞合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朝晖

说，前几年企业主动上门收集厨余垃圾人家都不愿意卖，现

在是餐馆机构、单位食堂厨余垃圾太多，都希望去收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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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企业的处理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据了解，农村生活垃圾中易腐烂的有机物占一半以上，

有机物经科学处理后产生的有机肥，可直接还田实现资源化

利用。目前，瑞昌市正采用阳光堆肥法和机械制肥法两种方

式，尝试可腐烂垃圾的资源化利用。 

来到黄金乡中心阳光堆肥房，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房内

堆积着瓜皮、树叶等垃圾。“这间还在进料，过段时间就封

存。”黄金乡人大主席曹聂良介绍道。隔壁一间堆肥房内，

黑色的有机肥开始显现，原有的垃圾模样基本不见。 

“看似小小的堆肥房其实里面大有文章。除了屋顶为透

明的太阳能采光板以外，室内还装有喷淋、保湿、供氧、污

水处理等系统。”瑞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温科周介绍。 

通过添加菌种，这种模式下的可腐烂垃圾经过约 60 天

后能逐渐变为有机肥。在堆肥房后方还设有一个有机肥实验

果园，里面种着几株橘树和桃树。“这个有机肥做基肥是很

好的。”温科周说。 

阳光堆肥法的好处是能够处理绝大部分的可腐烂垃圾，

但是所需周期较长。瑞昌市在试点乡镇探索了另外一种针对

可腐烂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模式——机械制肥法。 

在前程村机械制肥中心，一台不锈钢机器发出阵阵轰鸣

声。“使用这台机器处理厨余垃圾最为合适，制肥程序也简

单，只要投料即可，剩下的都是自动化。每天最多可处理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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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垃圾。”曹聂良介绍。中心还摆放了几桶采用该模式制

成的有机肥，看上去颗粒比较细腻。 

二、现阶段垃圾分类工作仍存短板 

尽管一些地方垃圾分类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新华社经

济分析师在实地调研时发现，垃圾分类是一个包含分类、清

运、处理等多环节于一体的系统工程，从各地实践来看，还

存在许多不足和短板。 

（一）“先分后混”现象仍未有效解决 

目前，由于与前端分类投放相衔接的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理的设施设备仍不完善，导致“先分后混”现象

还未有效解决。 

新华社经济分析师调研时发现，不少居民小区、学校企

业和公共场所等地方都设置了分类垃圾箱，但这些分类垃圾

并没有做到分类运输，通常的结果是“一锅端”，即一部垃

圾运输车将所有分类垃圾桶的垃圾都倒在一块运送离开，垃

圾分类收效不佳甚至“虎头蛇尾”。 

天津市北辰区城管委副主任张振军说，生活垃圾分类不

精细，会给后期回收处理带来很大难度。 

哈尔滨市双琦环保资源利用有限公司总经理任世成表

示，作为东北地区最大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我们每天

接收 1600吨左右的生活垃圾。这些垃圾因为没有精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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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员工必须进行二次分拣才能将其入炉焚烧，相应地增加

了企业成本投入。 

不少基层干部表示，垃圾分类是个系统性工程，各个环

节缺一不可，即使前面的分类、回收、运输各环节都能保障，

最后一步处理能力跟不上也无济于事。 

（二）居民积极性仍有待提高 

近年来，随着环保理念的普及，大多数市民知道应该垃

圾分类，也具有一定的垃圾分类意识，但实际操作中，因为

收运处置环节缺乏衔接、嫌麻烦导致动力不足等原因，致使

垃圾分类推行不够顺利，市民垃圾分类参与率仍然比较低。 

刚开始还有一股新鲜劲，时间久了有的人就懈怠了。新

华社经济分析师在一些小区看到，虽然小区内都设有相应的

生活垃圾投放点，但一些居民在扔垃圾的时候依旧不分类投

放，一个垃圾袋里装了可回收、不可回收等垃圾直接扔进垃

圾桶。 

前端分类标准不明确，也会导致一些居民积极性不高。 

以上海为例，生活垃圾“四分类”标准近期引发热议，

部分市民反映这一标准尚不能准确区分所有种类的垃圾，导

致一些垃圾时常在两个甚至三个种类之间“摇摆”，容易搞

不清、分错类。同时，在前端推进“不分类不收运”的过程

中，小区撤桶、定时定点扔垃圾也容易导致居民的“不理解”。

撤桶后，一些小区居民扔垃圾要走五六百米；一些上班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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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朝十晚八”的工作时间，经常错过垃圾箱房的开放时间。 

中端分类收运系统不成熟，混装混运让居民对分类后的

垃圾流向不清楚，因此导致垃圾分类不积极。“2014 年我们

小区刚开始垃圾分类的时候，大家都挺积极，每天在家会将

垃圾分好然后扔到不同的垃圾桶里。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垃

圾车来收运的时候，直接把不同垃圾桶的垃圾混到一起装车

拉走，我们就觉得在家分类是白忙活了，也就没人坚持了。”

青岛市一位居民表示。 

（三）相关管理条例还不健全 

在调研中，多位业内人士向新华社经济分析师反映，制

度短板是阻碍垃圾分类工作推进的一大难题。 

“居民普遍对垃圾分类认知度不高，你出你的规定，我

扔我的垃圾情况突出。执法也没有依据，比较困难。”乌鲁

木齐水磨沟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张振军说：“垃圾分类这样改变众多居民习惯的事，仅

依靠个人自觉远远不够，需从法律法规和制度上进行约束，

并制定相应奖惩办法，使之逐步成为人们的习惯。”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仅靠简单的宣传，作用并不明显。

以法律法规强制约束是必经的一步，我们最终目的是希望全

社会形成以‘制度为辅、自觉为主’的行为习惯。”兰州市

安宁区城市垃圾分类管理办公室王晓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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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责权划分“缺位” 

新华社经济分析师调研了解到，一些城市由于人力、资

金等多种原因，居民、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社区居（村）

委会、第三方企业、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仍未划分清楚，各

工种“几张皮”未形成合力，导致垃圾分类工作推进缓慢。 

新疆克拉玛依诚谊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在乌鲁木齐承担

了 60 多家示范小区垃圾分类处理任务，在企业负责人牛长

江看来，垃圾分类目前面临着责权划分不清的难题。 

乌鲁木齐垃圾分类目前依靠城管委、物业公司、社区、

服务公司共同参与，“想要形成长效机制，必须把每个单位

责任划分清楚。公司尽到服务责任，社区尽到引导监督责任，

城管尽到执法责任，物业公司尽到执行责任。”牛长江说。 

（五）回收企业经营压力较大 

随着我国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各地政策加速落

地，垃圾分类行业标准越来越高，处理、投放成本也进一步

增加。 

据上海市嘉定区绿化市容局局长李超介绍，金属、玻璃、

塑料、纸张、纺织物等五大类可回收物，因价值较低，利润

空间有限，目前在上海较高的环保标准下，回收企业很难生

存。他表示，和日本等国家对比后发现，我们最大的问题不

是没有能力分，而是没有能力处理。希望对再生资源回收形

成政策支持，鼓励环保企业介入末端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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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抵扣进项税额也是垃圾处理行业面临的一个难题。

新华社经济分析师在浙江调研时了解到，目前，在鼓励和支

持垃圾处理相关项目企业方面，税务部门的税收优惠政策主

要是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增值税以 70%的比例即征即

退、环境保护税不征或免征等。 

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再生资源回收企业不能从产废单

位和居民手中取得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发票，企业销售回收

的再生资源，必须按销售价格全额缴纳增值税及以增值税为

基础的地方税。这加重了企业负担，也令税务部门对回收企

业经营成本的有效认定存在困难。 

三、补齐短板，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实 

针对垃圾分类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业内人士建议，应从

法规配套、日常监管、政策支持等方面共同发力，形成常态

长效工作机制，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实到位。 

（一）发动全民参与，构建共治新格局 

在业内专家看来，垃圾分类是一场“持久战”，只有全

民携手并进，推动全民参与到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中

来，才能使垃圾分类真正落到实处。 

天津市城管委废弃物管理处四级调研员孙力华认为，应

发动各相关职能部门投入到垃圾分类配套工作中，特别是深

入发掘基层党建力量，以街道、社区等基层党组织为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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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党员干部和热心群众积极参与和响应垃圾分类工作，充

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垃圾分类的合

力。 

为了使垃圾分类意识深入人心，哈尔滨市通过电台、电

视台不定期播发垃圾分类新闻，在《哈尔滨日报》《新晚报》

开辟专栏刊发垃圾分类知识，利用手机推送、发送宣传单等

形式向市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目前，各区在垃圾分类试点

小区共计设置宣传板等 1751 个，通过入户宣传、现场展示

等活动，发放各类宣传单、宣传品 38 万份。 

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应该从中小学生抓起。哈尔滨市城

管、教育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垃圾分类中小学生读本，下发至

城区中小学校；哈尔滨市妇联与市公交集团合作开设了垃圾

分类体验馆，体验馆内有屏幕、有垃圾分类小游戏和孩子们

喜欢的小工艺品，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到垃圾分类知识。 

盘锦市建立了生活垃圾分类督导员队伍，配备垃圾分类

督导员 497 人，举办培训 544 次，培训 5204 余人，开展宣

传活动 1156 次，累计发放宣传手册 14000 余份。截至目前，

累计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居民小区 170 个，公共机构 93 个，

相关企业 362 个。 

贵州施秉县将县城区划分为 79 个责任区，由各机关单

位包保负责环境卫生整治，党员领导干部带头以身作则，开

展“当一次环卫工人、当一次环卫宣传员、当一次环卫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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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体验活动，引导全社会形成“人人都是宣传员、人人都

是保洁员、人人都是监督员”的良好格局。 

为打消居民疑虑，上海市普陀、徐汇等区专门配齐了专

用的垃圾箱、车辆，并涂装明显的分类标识，严格规范收运

作业，还建立了监督举报平台，一旦发现有混运现象，居民

可以举报。崇明区重点探索“跟车督查”机制，以城桥镇为

例，镇生活垃圾推进办每月随机跟随作业单位进行 10 次跟

车督查，作业公司中层领导每月不定期跟随作业单位进行跟

车督查；对于分类不清、垃圾混装的小区，镇垃圾推进办直

接现场拍照、现场致电物业公司负责人。 

（二）将“习惯养成”纳入法治轨道 

当前垃圾分类回收发展速度不断提升，只有将各项工作

纳入法规框架体系内，才能保障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持续、

稳定、有效地推进。 

一些省市相继出台了相关管理办法，并已经开始推广落

实。2019 年 2 月，《兰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实

施。该办法明确了兰州市生活垃圾将按照可回收物、易腐垃

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实施分类管理。有了制度保障，

兰州市垃圾分类处理实施的进程不断提速。新华社经济分析

师从兰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了解到，目前兰州市共有 150 余

个垃圾分类的试点小区、示范片区，基本可以实现垃圾分类

的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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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5 日，哈尔滨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哈尔滨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现正在履行立法

出台程序。通过制定政府规章，对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全程

分类、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进行规范，为垃圾分类工作

提供法律保障。 

南宁市已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纳入 2019 年立法计

划，有望年内出台。同时，计划将垃圾分类纳入社会诚信评

价体系，建立垃圾分类违法行为联合惩戒机制，对企业“前

分后混”、居民拒不执行分类等行为进行管束。 

（三）压实责任，强化监督考核 

业内人士认为，垃圾分类回收特别需要明确社会各界的

权、责、利，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更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

解决当前部分规划和工作“落地难”问题。 

深圳通过建立城市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压实区、街

道、社区开展辖区垃圾分类工作的责任；将垃圾分类纳入“低

碳节约型单位”创建考核体系，强制要求餐厨垃圾分类，压

实机关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将垃圾分类要求纳入物业管理

合同范本和绿色物业管理评价标准，压实物业服务企业在住

宅区开展垃圾分类的责任；监督餐饮企业与辖区餐厨垃圾特

许经营单位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处理合同；督促市场商户分类

投放果蔬垃圾，采用小型处理机就地就近处理，或交给辖区

餐厨垃圾特许经营单位收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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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正在对垃圾运输车辆进行改造，增加计量称重、

身份识别、轨迹监控等管理功能，实现对各类垃圾运输车辆

的精准管理。“目的就是让运输车辆受监督、受监控，必须

老老实实，不能越雷池半步。”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促进中

心副主任孙绿说。 

浙江把垃圾分类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文明城市、卫

生城市、美丽乡村建设等考核，纳入对党政领导干部年度考

核。不断探索第三方机构评估考核机制，鼓励让老百姓来评

价垃圾分类工作的成效。 

大连市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实行管理责任人制度，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不履行职责的，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 500 元

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 1 万元

以下罚款。 

（四）完善企业扶持政策 

业内专家建议，完善垃圾分类相关企业的扶持政策，逐

步培育形成垃圾分类产业链，使垃圾分类收集回收利用工作

良性循环，持续发展。 

南京市场化运作的垃圾分类试点以及后端焚烧处理均

为政府财政托底。据了解，南京市向市场化垃圾分类企业按

户数每年每户补贴在 100 元至 200 元不等，而后端垃圾焚烧

厂每吨的补贴额度在 70 元上下。按每吨 70 元、每日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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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垃圾处理量计算，每年向焚烧厂支付的补贴金额达 2.044

亿元。 

税收方面，北京中税税收信息化技术研究院院长高晟等

专家建议，应统筹协调财政、税收等部门，尽快出台完善垃

圾处理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提升政策针对性，有效减轻垃圾

处理行业税负，为环保企业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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