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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明敏

（上接 08 版）
为此，止园小区组织了一支

28 个人的垃圾分类志愿者团队，
每天上午两个人，下午两个人轮
流排班，在垃圾厢房旁帮忙分拣
垃圾，遇到没有垃圾分类的居民
会进行提醒。 对于不配合的居
民， 志愿者会苦口婆心地规劝；
劝说不成，会自己用手将垃圾分
拣出来。 一位居民志愿者告诉记
者，不少志愿者都碰到过外卖的
汤水撒了一身，有人还碰到过排
泄物。

时间久了，不少居民来丢垃
圾，看到志愿者站在垃圾厢房旁
边，如果没有分类，就会觉得不
好意思；保洁员则每天把垃圾厢
房擦得干干净净，并在垃圾桶旁
放置了水盆，让居民扔完垃圾后
可以洗手。 慢慢地，自觉分类垃
圾的居民越来越多。

现在，绝大部分居民对垃圾
分类不再陌生， 在分类投放点，
处超过 60%居民能自主参与干
湿分类，还有不少居民主动向居
委会提建议增设垃圾分类点。居
委会负责人介绍，目前居委会已
完成了居民绿色账户卡的制作，
居民持卡率为 90%。后期扫码志
愿者会上岗工作，居民扔垃圾后
可以扫码攒积分，积分可以换购
奖品，鼓励居民垃圾分类。

后端：不妨向国外取经

而在后端，目前我国生活垃
圾分类的管理机制并没有理顺。

“生活垃圾收集有街道、居
委会、物业，垃圾清运和处理由
环卫部门负责；再生资源的回收

有环卫参与的，
也有专门从事回
收的新型企业参
与； 有害垃圾由
环保部门负责，
医疗垃圾由环保
和卫生部门负
责。”清华大学中
国循环经济产业
研究中心主任温
宗国这样描述目
前的管理机制。

他表示，对
垃圾分类与再生
资源回收， 可统
筹合并相关部门
的管理职能，充
分发挥各参与主
体的协同作用。
比如统筹合并商
务部门、 环卫部门在废旧物资回
收、垃圾收运处置的两项管理职
能，将原有的两个体系从源头投
放、收运系统、末端处理处置等
三个环节进行统筹规划与设计。
同时，要实现可回收物分类与再
生资源回收衔接，有害垃圾分类
收集与危险废物处理衔接，易腐
垃圾或厨余垃圾分类收集与生
物质资源化利用衔接，实现分类
后的垃圾进入不同处理设施分
类处理，防止因垃圾体外循环而
造成二次污染。

而理顺管理体系之外，管理
理念更应该跟上。再生资源行业
也是生活垃圾处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关系民生的基础性公益
事业，政府应予以适当的财政补
贴和税收优惠。还应鼓励社会资
本、专业化企业参与到垃圾处理

的具体环节中。 只有这样，才能
摆脱再生资源行业由市场主导、
垃圾处理行业由政府主导的“两
张皮”局面。

为寻找垃圾分类的链条式解
决方案，2015年起，《公益时报》曾
先后两次派出记者前往日本考
察，并带回了邻国的宝贵经验。

在日本，垃圾分类工作也相
当不易。

日本的每个家庭需自行购
买对应不同类型生活垃圾的垃
圾袋，并且很多地区要求实名制
购买，从而进一步要求民众提高
自觉性。

同时，针对不同的垃圾也分
别有详细的投放方法的规定，如
可燃烧垃圾、 不可燃烧垃圾、塑
料容器和包装要装在 45 升以下
透明或半透明的垃圾袋里；瓶和

罐以及有 PET 标识的塑料瓶则
要放到指定的网兜内；而大型垃
圾则必须申请上门收集等。

日本对一半以上的人口实行
垃圾从量收费。一般情况下，有害
垃圾和资源垃圾的收运是免费
的， 可燃烧垃圾和不可燃烧垃圾
的收运则要按垃圾体积付费。 这
就意味着，多扔垃圾多付钱。

而如果垃圾没有被分类的
话，是不会被装车拉走的，一直
堆积在家门口的垃圾则会被举
报、罚款，甚至触犯法律。

在东京的东京都废弃物填
埋处理场，《公益时报》 记者看
到， 该处理场有中央防波堤内
侧填埋地、 中央防波堤外侧填
埋处理场和新海面处理场等多
个填埋区， 整个东京的垃圾全
部都运送到该处理场进行处理

以及填埋。
不同的垃圾有不同的填埋

轨迹路线，如可燃垃圾在焚烧场
进行焚烧处理，不可燃垃圾在粉
碎场进行粉碎处理， 大件垃圾
（如冰箱、床等）由居民将其各部
件按照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以
及可回收垃圾等仔细分好，送至
不同中间处理场进行分别处理。
进行这些处理措施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减少填埋量，延长垃圾填
埋地的使用寿命。

而在日本爱知县丰田市，分
类后垃圾的最终归宿是一家名
为“丰田市环境检测中心垃圾发
电厂”的非营利组织。

丰田市环境监测中心垃圾
发电厂由政府投资兴建， 委托
丰田市环境监测中心管理，每
年利用垃圾发电向日本国家电
网售电可获 40 亿日元的收入。
发电厂的工作人员表示， 发电
厂每年的运转费用远不止 40
亿日元，属于亏损运营，但即便
是这样， 这家发电厂也已运行
了 40 余年，每年亏损由日本政
府补贴。

谈到这种亏损，日本的工作
人员也笑着说：“其实，环境保护
就是要付出昂贵的经济代价，就
像中国有个词叫‘烧钱’一样。 ”

的确如此， 有国内业内人
士算了笔账，以广州为例，如果
持续 3~4 年， 仅发放垃圾袋就
需 14 亿元，以 200 人配 1 名指
导员计算， 广州市 1800 万人，
每年需花费 40 亿元。 这样的投
入，即便对于发达城市来说，也
是不可想象的。

（综合报道）

� � 2015 年 11 月 19 日早晨，日
本爱知县丰田市伊藤家。

用完早餐后，伊藤把牛奶玻
璃瓶、罐头鱼铁盒和三明治塑料
包装这三件垃圾分别装进三个
不同的垃圾回收袋，再放到家门
口的垃圾回收箱里。 这一天是丰
田市的垃圾回收日， 不一会儿，
一辆垃圾回收车来门口收走了
伊藤家的垃圾。

伊藤向《公益时报》的记者
说：“日本人都有垃圾分类的习
惯，从小学四年级就开设专门的
课程培养垃圾分类意识。 像这种
家庭垃圾，要扔到指定的回收点
放置。 ”

据了解，日本地方政府根据
自身情况制定相应的垃圾分类
与回收方法。 以丰田市为例，生
活垃圾被分为以下八大类别：可
燃烧垃圾、不可燃烧垃圾、塑料
容器和包装、瓶和罐、有 PET（聚
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标识的塑
料瓶、废纸类、有害垃圾和大型
垃圾。

同时，针对不同的垃圾也分
别有详细的投放方法的规定，如
可燃烧垃圾、 不可燃烧垃圾、塑
料容器和包装要装在 45 升以下
透明或半透明的垃圾袋里；瓶和
罐以及有 PET 标识的塑料瓶则
要放到指定的网兜内；而大型垃
圾则必须申请上门收集等。

伊藤家三袋垃圾的最终归
宿是一家名为“丰田市环境监测
中心垃圾发电厂” 的非营利组
织。 在这里，伊藤家的三袋垃圾
将会按类别进行焚烧处理。

丰田市环境监测中心垃圾
发电厂由政府投资兴建，委托丰
田市环境监测中心管理，每年利
用垃圾发电向日本国家电网售
电可获 40 亿日元的收入。 发电
厂的工作人员表示，发电厂每年
的运转费用远不止 40 亿日元，
属于亏损运营， 但即便是这样，
这家发电厂也已运行了 40 余
年，每年亏损由日本政府补贴。

谈到这种亏损，工作人员笑
着说：“其实，环境保护就是要付
出昂贵的经济代价，就像中国有
个词叫‘烧钱’一样。 ”

在这里焚烧的垃圾需经过
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焚烧会在
1300 摄氏度高温下进行，将一部
分垃圾转化为蒸汽，经过烟气脱
硫装置降低污染后直接排出，还
有一部分在第一阶段未完全燃
烧的垃圾， 将会经过第二阶段
1400 摄氏度高温继续燃烧，对于
仍未充分燃烧的约 5%左右的垃
圾颗粒将通过蒸馏水形成结晶
体，垃圾焚烧厂会将这些结晶体
以适当价格卖给工业用混凝土
等原材料制造商，工业原材料制
造商再通过最高不超过 10%的比

例掺入混凝土的制作过程中，这
在日本被视为工业原料制品的
合理添加范围。

在日本，垃圾分类也不是那
么轻松的事情。 由于人们一天内
产生垃圾种类繁多，加上日本垃
圾分类划分严苛，要想完成垃圾
分类并不那么容易，很多日本家
庭选择按照垃圾划分种类在家
里就准备好了相应数量的小垃
圾桶，将垃圾分类的袋子分别套
入指定的垃圾袋，这样在日常生
活中就已经完成垃圾分类了。

伊藤家的垃圾也不例外。 值
得一提的是，国内头疼的分类垃
圾袋经费，在日本是自行购买解
决的，不同容量的垃圾袋价格不
同，付费购买垃圾袋也相当于购
买了垃圾收集和处置费用。

在伊藤家可以看到，每种垃
圾袋都有特定的颜色分类、有系
列号，并且，每个地区只能用本
地区的垃圾袋。 这些垃圾袋的厚
度一般为 0.03 毫米，容量一般分
为 10 升、20 升、30 升和 40 升等，
每个袋子分别售价人民币 1.6 元
至 6 元不等。 垃圾袋大都采用透
明或半透明的形式，很多地区还
要求实名购买，这在一定程度上
起到了监督作用，进一步要求民
众提高自觉性。

此外，如果日本家庭中有无
法放入收费垃圾袋的垃圾，须联

系大型垃圾受理中心进行处理。
电视、空调、洗衣机、衣物烘干
机、冰箱、冰柜等废品须联系家
电可再生利用受理中心; 电脑回
收须联系厂商、 销售店或电脑
3R 推进协会。

无论是生活垃圾、 大型垃
圾、有害垃圾等的收集，通常都
需要通过购买票据等形式付费，
或是在一定时限内按超过的既
定件数付费。 日本对一半以上的
人口实行垃圾从量收费。 一般情
况下，有害垃圾和资源垃圾的收
运是免费的，可燃烧垃圾和不可
燃烧垃圾的收运则要按垃圾体
积付费。

伊藤说：“这种垃圾从量收
费的标准，实际上就意味着‘多
扔垃圾多付钱’。 ”

记者向伊藤提出了一个假
设，如果早晨那三样垃圾包装未
经过分类就直接扔进垃圾桶会
怎样呢？

伊藤说， 如果垃圾没有分类
的话，就不会被装车拉走，一直堆
积在家门口的垃圾箱里， 同时还
会被举报、罚款，甚至触犯法律。

谈到法律，日本制定并实施
了严格的法律对垃圾分类处理
进行规范， 如《废弃物处理法》
《关于包装容器分类回收与促进
再商品化的法律》《家电回收法》
《食品回收法》 等与垃圾减量相

关的法律。 其中，《废弃物处理
法》第 25 条 14 款规定：胡乱丢弃
废弃物者将被处以 5 年以下有
期徒刑， 并处罚金 1000 万日元
（约合 83 万元人民币）； 如胡乱
丢弃废弃物者为企业或社团法
人，将重罚 3 亿日元（约合 2500
万元人民币）。 日本法律还要求
公民如发现胡乱丢弃废弃物者
须立即举报。

不仅垃圾分类有相应的规定，
垃圾收集日和具体投放时间也受
到严格的限制，如果错过了规定日
期的指定时间，就只能存放垃圾到
下个收集日再进行投放。

日本的街道上几乎不设垃圾
桶， 一般只在便利店门口和自动
贩卖机旁边设置公共垃圾桶或者
大型活动的时候会有临时的垃圾
桶。 日本居民要按照规定的日期
和时间段在规定的场所扔垃圾，
由当地地方政府负责回收。

日本有的行政区会在年底
给每一家住户送上第二年的垃
圾投放“年历”，上面的日期会用
不同颜色来标注，提醒居民哪一
天可以扔哪类垃圾。 即使没有

“年历”， 居民也可以通过市报、
政府官方网站等方式了解到垃
圾收集日的具体信息。

伊藤说，他们家就有地方政
府分发的垃圾回收日历，上面清
楚表明每周回收哪一类的垃圾。

伊藤家的垃圾之旅

丰田市环境监测中心垃圾发电厂完全亏损经营，但日本政府对其补贴力度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