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
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
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
遛弯， 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
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
垃圾。 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
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
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
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
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
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
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
被换算为积分， 实时上传到垃
圾排放登记系统里。 积分到一
定数量后， 王阿姨可领取相应
奖励。 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
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 负责
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
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
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
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 我
们准备积极推广。 ”

6 月初， 习近平总书记对垃
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
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
境作努力， 一起来为绿色发展、
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
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
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 为此，
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
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
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
全流程分类、 严格执法监管，让
更多人行动起来。 有专家将这形
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
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
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
革？ 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
解？ 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
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 将正式开始实施。
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
其标志性意义： 在进行 20 多年
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
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
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
垃圾 4 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
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
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
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
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 比
如， 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
高可罚款 200 元； 单位混装混
运，最高可罚 5 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
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
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 ”上海社
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
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
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
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
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 5 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
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 依法推行垃
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
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
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
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早在 2012 年 3 月就开始施行。不
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
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
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
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
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
现重大变化。 他认为，北京市生
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
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
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 此次修
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
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
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
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
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
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
有涉及居民。 不过在吴向阳看
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
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
正在紧锣密鼓进行。 其中，楼层
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罚款提高了 10 倍等规定， 引发
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 7 月 1 日
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
要抓手。 8 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
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
执法部门罚款 200 元，成为广州
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
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

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
条。 ”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
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
者表示， 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
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
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
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
类历程， 可追溯到住建部 2000
年开始在 8 个城市进行的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 8 个城
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
在列。 近 20 年过去，如今这些超
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
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
了。 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
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 以深圳
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
的厨余垃圾高达 5000 多吨，在
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
44%。 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
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
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
离。 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
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
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
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
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
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
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
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
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
一起”的问题。 北京市东城区建
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
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
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
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
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
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
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
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
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

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
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
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
做出了很大努力。 ”北京自然之
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
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
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 记者在北
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
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
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
送到这里。 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
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
前建立了 9 个绿色生活驿站，除
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
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
支付。 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
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
发、 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
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
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
类收集、 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
垃圾减量效果明显。 在上海，“绿
色账户”已发卡 500 多万张、“大
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
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
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
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
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
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 ”
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
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
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
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
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
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
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
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
2019 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
2020 年底 46 个重点城市将基本
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 年
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
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在这

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
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
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
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
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
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
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
很多。 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
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
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
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
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
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
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
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
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
倾向。 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
足。 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
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
比例； 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
等。 而垃圾分类投放、 收集、运
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
而出现脱节、 相互推责现象，更
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
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
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
制性”“罚款”“不分类、 不收运，
不分类、 不处置”“全流程分类”
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
的希望。 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
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
强督促引导。 通过政府监管社
区， 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
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 二
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

“在国外， 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
可回收垃圾， 每种设一个桶，剩
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
显易懂。 ”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
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
合作； 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
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 垃圾分类一定
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
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
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
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
类， 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
所开始， 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
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
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 比如如
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
准， 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
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
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
专家对此表示， 应依靠科技支
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
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
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 进行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
个怪圈的钥匙。 当然，监督和处
罚必须到位。 下一步，向居民覆
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
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 ”
吴向阳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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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深相继立法

中国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

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人民图片 杨建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