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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垃圾分类看似
小事情实则大文明，“新时尚”体现了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城市的管理水平、民众的素质水
平，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绝不能忽视社会文明的建设。生活垃圾具有资源属性，混
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但现有“两分法”难以实现精细化、长效化发展。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必须全社会动员、全社会参与，按照“四分法”，把好源头管控，鼓励中心城市对标对表，率
先示范，全方位持续宣传教育，以新技术推广和产业化经营实现垃圾分类工作的长效发展。

一、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是实现城市高品质建设、城乡高
质量发展的现实选择
（一）将垃圾分类作为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建设的关键举措
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强调，要加快研究
制定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的法律，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积极向国际先进
水平看齐，率先建立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实施《生活垃圾
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明确在46个重点城市率先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全面培养垃圾分类意识，引导养成垃圾分类习惯，提升城市建设品质和生态文明水平，已

垃圾分类

成为目前我国上下的一致共识。

垃圾分类
——城市建设品质新风尚
文_杨 鹏 （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
李瑞红 （广西财经学院讲师）

鼓浪屿人民小学的义务小导游向游客介绍
景点并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鼓浪屿日光幼儿园的孩子学习垃圾分
类知识

陈智霖 （广西社会科学院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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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至2018年以来，南宁市生活垃圾（不

南宁市日均700吨的餐厨垃圾仅有200吨进行规

含餐厨垃圾）日均产生量从1585吨增长到

范处理，约70%的餐厨垃圾和果蔬菜垃圾未能

3518吨

集中收集

设计＿邱勇哲

700吨
餐厨垃圾

仅能处理
200吨
1585吨 3518吨

年均增长10.5%

安徽合肥市蜀山区引入一种新的智慧垃圾分类系统，这套
设备包括智能垃圾分类箱、智能垃圾分类可回收箱和垃圾
袋自动领取机。图为居民正在使用智能垃圾分类设备

（三）垃圾分类是社会公德素质的
“试金石”
当前，广西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奋力推
进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全方面的概念，高
水平、高素养的社会公德素质不能滞后于经济的高质

约70%未能集中收集

量发展，甚至应当引领和带动高质量发展。垃圾分类
新时尚与市民公德素质提升紧密相连，有助于提高社
会文明程度和现代化水平，这恰是考量一个地区高质
量发展的“试金石”。垃圾综合治理是建设“壮美广
西”、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确保市民健康的重要工
作。垃圾分类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却反映出民众的个
人修养和道德素质，“扔垃圾”看似一个日常随意动

（二）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已成为“壮美广西”建设和城市精细化管理的

作，但其中却有着公德的内涵。要开展最广泛的社会

“短板”

动员，让城乡尤其是中心城市居民率先参与垃圾分类

在广西，推进垃圾分类的工作仍任重道远。以南宁市为例，近年来建立了餐厨垃圾处理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但“垃圾围城”问题依然非常突出，存在生活垃圾终
端处理能力严重不足、生活垃圾填埋场使用寿命大幅缩短、有机垃圾分类处理体系未能有效建立

工作，更加深入地投入“壮美广西”的建设。
通过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增强社区居民对垃圾分类
知识的了解，让“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深入
人心

等问题。其中2010年至2018年以来，南宁市生活垃圾（不含餐厨垃圾）日均产生量从1585吨增长
到3518吨，年均增长10.5%，预计到2025年，全市生活垃圾（不含餐厨垃圾）日均产生量将突破
6500吨。但现有的垃圾处理方式仍以填埋、焚烧为主，同时南宁市日均700吨的餐厨垃圾仅有200
吨进行规范处理，约70%的餐厨垃圾和果蔬菜垃圾未能集中收集，而是混入普通生活垃圾进入焚烧
厂和填埋场，长此以往难以维系，“垃圾围城”风险势必进一步加剧。南宁市要打造千万级人口城
市，未来日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将可能接近10000吨。
作为首府的南宁市仍面临如此困境，区内其他城市以及城镇面临形势更为堪忧。因此，必须从
源头抓起，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最大限度做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从
根源上解决城乡发展所面临的“垃圾围城”“垃圾围村”等现实问题，彻底转变“形分两类（可回
收与不可回收两类）、实为一类”，简单粗暴贻害无穷的填埋和焚烧等处理方式。
北京市东城区崇外街道崇东社区，每位居民都有
一张卡，扔垃圾时用手机扫一下卡上的二维码就
能记录分数，到了月末可以凭分数兑换大米、食
用油和洗衣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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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垃圾

二、立足实际，着眼长远，深入
推进垃圾分类的建议

焚烧方式难以解决垃圾处理问题，实施“四分法”是

（一）全社会参与是垃圾分类工作的关键

湿垃圾和干垃圾四种。上海市自2014年实行的“四分

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

法”，具有科学性和有效性的特点，是全国经验与地区

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电池、废灯管、废药品、

特点相结合的产物，将湿垃圾作为重点是基于上海垃圾

废油漆及其他容器等，但单位集中产生的除外。

保障
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工作量大、涉及面广，绝
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必须作为全社会共同行动。
要落实各级党委政府责任，通过基层党组织、居委会、业

关键举措，即将垃圾分类明确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含水率高的特点，这一点与广西的气候特征非常接近。
如果不实行垃圾分类或者垃圾分类不充分，不但会造成

委会、物业、志愿者组织形成“五位一体”联动机制，

可回收资源的大量浪费，还会造成环境的持续污染。现

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共机构、社会企业等单位全面

有的“两分法”和填埋、焚烧方式无法满足垃圾综合治

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充分发挥物业管理、居委会

理和资源化利用的要求，必须从“一锅乱炖”转向“分

等基层组织作用，协调物业、志愿者、第三方社会组织等

门别类”。垃圾处理本身涉及垃圾投放、垃圾收集、垃

力量，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养成随手分类的好习

圾运送、垃圾处置等各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的混合以

惯。构建广泛的社会动员体系，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纳入

及不正确的分类，都会增加再分类的人工成本和不再分

社区综合治理、文明单位创建等活动中。

类的环境污染成本。要坚持源头减量、全程分类、末端

（二）按照“四分法”把好垃圾分类源头
“工序”

设计＿邱勇哲

可回收物
适宜回收和可循环利用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
纸张、废塑料、废玻璃、废金属、废织物等。

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瞄准“回收利用率更高、填
埋比重更低”的方向，着力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

生活垃圾分类，源头是重中之重。从日本、德国、法
国等发达国家和上海、台北等发达城市实践来看，填埋、

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促进“两网融合”，通过治理模
式创新，补齐城市管理短板。

湿垃圾
易腐的生物质废弃物，主要包括食材废
料、剩菜剩饭、过期食品、瓜皮果核、花

以“四分法”将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包括可回收物、有

卉绿植等。

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四种

干垃圾
湿垃圾

干垃圾

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

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
其他生活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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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细则
（三）鼓励南宁、桂林、柳州等中心城市率先示范

【问】：牛奶盒是否需要洗干净才能扔？

法立于上，俗成天下。应鼓励南宁市率先在2020年前出台《南宁市生活垃圾

【答】：牛奶盒是可回收物，牛奶等纯流质的食物垃圾应直接倒进下水口。可回收物是指适

分类管理条例》，加快桂林、柳州和北海等中心城市、旅游城市垃圾分类法规政策

宜回收利用和资源化利用的废弃物，如玻璃、金属、塑料、纸、衣。立体包装投放时请清空

出台，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过地方法规的制定实施，强制性规范城乡居民

内容物，清洁后压扁投放。

生活垃圾处置行为，强化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和道德培养，依法依规推进中心城市
垃圾分类工作，力争在2022年前制定全区性的《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在制定地

【问】：在家洗头、修刘海，产生的碎发、落发，属于哪种分类方式？

方法规的基础上，鼓励各中心城市进一步制定出台《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
动计划》等规范性文件，在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分类投放、垃圾箱房改造、分类收

【答】：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

运、资源化处置设施建设等环节出台相应管理措施，落实责任主体，按计划稳步推

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进。

【问】：用过的猫砂和没用过的猫砂是同一类垃圾吗？
【答】：猫砂是干垃圾，丢弃时尽量选择猫砂较为干燥的状态。

【问】：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答】：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而是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建议“铲屎官
们”将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问】：铅笔是有害垃圾吗？
【答】：现在的铅笔并不含铅，而是用石墨和黏土制造的，属于干垃圾。

【问】：包了口香糖、擦了鼻涕的纸巾，是湿垃圾吗？
【答】：包了口香糖、擦了鼻涕的纸巾都是干垃圾。干湿垃圾并不按照含水量区分的，湿垃
圾是指容易腐烂可以用于堆肥的瓜皮果皮、剩菜剩饭等废弃物；而干垃圾则是指除了有害垃
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废弃物。

【问】：废旧的吸铁石属于哪类垃圾？
【答】：吸铁石学名磁铁，建议按照金属物质作为可回收物投放。

【问】：过期的药是哪类垃圾？包装药片的铝箔属于什么垃圾？丢弃时需要把药片
分离出来吗？
【答】：过期药品及其包装属于有害垃圾，应该连带包装一并投放。药品因为容易受潮所以
也应该连包装进行投放，不要把单独的药片洒落在有害容器中。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深入人心，超细化分类必将
成为未来生活垃圾处理的发展方向，我们也迫切需要在垃圾机械化处
理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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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另辟蹊径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垃圾分类工作量大、涉及面广，初期的投入往往需要财政资金予以大力支持，欠发展地区和欠发达城
市由于财力不足，要想全面学习发达国家和发达城市的做法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必须另辟蹊径。建议将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经费纳入各级各部门财政预算予以一定的保障，同时大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加强研究和探寻垃圾分类工作的市场化参与推进模式，强化金融创新支持，可考虑设立相关专项
基金予以保障。采用政府投资、专业化企业运营、第三方监管模式，引进和培育一批市场化、规模化、专
业化的市场主体，广泛开展试点，树立一批典型。通过政府绿色采购湿垃圾转化的有机肥料用于城市园林
绿地等，助力末端处置的企业持续运作，形成垃圾资源化处理完整“闭环”。将湿垃圾处理后得到的有机
肥料与城郊特色农业发展和园林绿化相结合，实现湿垃圾资源化处理的长远永续发展和完整产业链。

（五）大力支持垃圾处理新技术
将支持生活垃圾处理的技术研发纳入相关科技计划，加大专项支持力度。加大开发和推广垃圾资源
化的先进分选设备和工艺技术，达到低成本、低污染、高效率地回收金属、塑料、玻璃等原料。加强生活
垃圾预处理、生态填埋、清洁焚烧、厌氧发酵、二噁英控制、飞灰无害化处置、渗滤液处理和处置、污染

（六）全方位持续宣传教育，保

场地评估和修复等技术的研发推广，提高餐厨类有机垃圾微生物资源化处理、垃圾堆肥、垃圾焚烧发电、

持垃圾分类热情

热能利用和污染控制、垃圾填埋场臭味和渗滤液处理、电子垃圾拆分等处理技术的科技含量。引进和推行

在宣传教育中始终保持垃圾分类的长

“复合微生物强化腐殖化技术”等处置技术，支持技术先进，符合卫生、安全、环保条件的再生资源企业

效动力，使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持续关注的

的发展。利用大数据打通全程分类的物流信息链，实现源头追溯、调度、服务、车辆规划路线等智能管理

“热词”，要让群众明白，垃圾分类是我们

和服务。在试点社区、企事业单位、园区推进新型智能垃圾厢房，成组设置四类垃圾收集容器，从源头帮

作为“污染者”应尽的基本责任。建立包括

助居民养成生活垃圾准确分类的好习惯。

学校、企业、机关团体、居民小区等在内的
覆盖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领域的宣传教育
网络，充分利用媒体融合契机，深入持续开
展“垃圾减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减
量日”和“废旧物品交换日”等主题宣传活
动，让垃圾分类工作持续升温。发挥居委
会、物业、社区在垃圾管理中的作用，鼓励
民间团体、环保组织积极参与。结合实际情
况，将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以宣传单的形式
分发至每家每户，鼓励居民自觉参与，引导
居民正确进行垃圾分类，全面提高公众对垃
圾分类的认识。建立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基
地，建设社区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让垃圾
分类“入社区、进住户”。推动垃圾分类教
育“进校园、进课堂”，让青少年从小树立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的良好意识和习惯。

食品级再生聚酯生产线，以全循环模式每年加工PET饮料瓶
5万吨，相当于每年节约石油30万吨
2018上海青少年环保志愿者集中行动暨生活垃圾分类
社区宣传实践活动，志愿者们让更多青少年有机会直
接学习了解垃圾分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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