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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7月 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由
此，垃圾分类这个新时尚从倡导进入全
面实施阶段。根据规定，个人或单位未
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都将面临处罚。与
此同时，全国多地也陆续进入垃圾分类

“强制时代”。

分类不到位或收巨额罚单

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
之前，上海在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方面，主
要的法律依据包括《上海市市容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
处置管理办法》《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
类减量办法》等。但与上述法律法规有
所区别的是，此次实施的《条例》，不仅实
现管理区域、管理对象全覆盖，同时还加
大了惩处力度，因此也被外界称为“史上
最严”。

根据《条例》，上海市生活垃圾按照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分
为四大类。个人或单位未按规定分类投
放垃圾将面临处罚。《条例》中，除对个人
混投行为处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
外，对单位未按照规定分类投放的行为，
规定最高可处 5 万元的罚款。对生活垃
圾收运单位、处置单位不遵守相应规范
的，分别规定最高可处 10 万元、50 万元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单位经营服务
许可证。此外，《条例》还确立了失信惩
戒制度。

另外，《条例》中还专门提出“促进源
头减量”。其中明确规定，餐饮服务提供
者和餐饮配送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向消
费者提供一次性筷子、调羹等餐具。旅

馆经营单位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客房
一次性日用品。

46个重点城市交出成绩单
不只是上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6月

28 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46 个重
点城市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
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正在逐步
建立，并将继续投入 213亿元加快推进处
理设施建设。而 2018年进行生活垃圾分
类 的 家 庭 占 38.3% ，较 2017 年 增 长
11.4%。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生活垃圾清运
量已从 1979 年的 2508 万吨增长至 2018
年的 2.26 亿吨左右，由此引发的环境问
题日益突出。

垃圾到底该如何分类？

在当前我国各城市试点垃圾分类的
行动中，每个城市分类的标准并不完全
一样，有的地方按照“干”“湿”分开，有的
地方则是分为“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可回收垃圾”进行投放。那么，到底该
如何正确区分这些垃圾？平常生活中的
垃圾，主要分为四大类：有害垃圾、可回
收垃圾、厨余垃圾以及其他垃圾。

有害垃圾：废电池、废墨盒、废油漆
桶、过期药品、废灯管、杀虫剂等。

可回收垃圾：玻璃类、金属类、塑料
类、废纸壳、废旧衣物等。

厨余垃圾：剩菜剩饭、茶叶渣、残枝
落叶、骨骼内脏、果皮菜叶等。

其他垃圾：宠物粪便、烟头、污染纸
张、废旧陶瓷制品、灰土、一次性餐具
等。 据《北京晚报》报道

垃圾分类不再是口号
多地立法推进落地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
究所所长宋国君说，推动这么多年，这一
次，国家“动真格”了，垃圾分类终于不再停
留于口号和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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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46个城市
将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到 2020 年
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
准体系；2025年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
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据记者了解，此前，上海、北京、杭州、
成都、重庆、厦门、合肥、广东等均进行了地
方立法，一些重点城市在城区范围已实施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为推进垃圾分类真正落地，不少地方
都规定，违反垃圾强制分类规范的各类主
体将面临包括罚款在内的多种处罚。重庆
市、杭州市都规定，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且
逾期未改的，对单位和个人处以不同额度
的罚款。

多地还明确了管理责任人的法律责
任，加大处罚力度。厦门市规定，对违法管
理责任人可以处以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
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单位罚款数额 10％的罚
款；杭州规定，对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未履
行职责等行为，处以 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000 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此外，上海、合肥等地还将履行生活垃
圾分类义务与个人征信挂钩。

“一口茶叶渣能毁掉一箱可回
收废纸”，如何让垃圾真正分得
清？

垃圾分类涉及投放、收集、运输、处置
四个环节。“一口茶叶渣就能毁掉一箱可回
收废纸。”宋国君告诉记者，生活垃圾混装、
混运，既伤害公众的分类积极性，更破坏垃
圾分类回收效率。目前，各地推出不少措
施保证垃圾“分得清”。

要让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提高居民分
类投放准确性是关键。2018年，上海市出台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引（居住区）》，不久
前，上海相关部门又编制并投放了“上海市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一些方便市民查
询垃圾分类信息的小程序也纷纷上线。

此外，上海投入大量人力具体落实。
“小区的分类投放点都安排居委会工作人
员开袋检查、现场指导。”上海市民钱女士

说。据了解，一些中小学校还组织学生在
暑假期间到街道担任志愿者。

为解决“混装混运”问题，北京要求垃
圾运输车辆“亮出身份”，标志要醒目，车身
颜色统一为绿色，并通过智能技术进行精
准管理，居民可通过电话监督举报；上海为
市民提供“垃圾去哪儿了”微信平台、12345
电话等监督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农村地区的生活
垃圾分类也取得有效进展。浙江金华市制
定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目前，
农村垃圾分类处理已覆盖了金华市 100％
的乡镇和 98％的行政村，垃圾减量达八成
以上。

作为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村，广
州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设置回收处，定时
定点回收大物件和一般可回收物。村里还
通过设置沤肥点，初步做到“餐厨垃圾”不
出村。

垃圾分类带来多重“冲击波”

“分类型垃圾桶网上卖断货了”“工作
太忙只能求助爸妈或保姆，家人多了很多
话题”“公司里个人座位旁的垃圾桶都没有
了，扔垃圾人都跑瘦了”……近日，强制垃
圾分类成为网络热门话题。

一些个人生活习惯悄然改变。上海的
宋女士说，为减少垃圾分类错误，已经开始
少叫外卖了。北京市民陈辉说，父母开始
把塑料袋反复使用了，尽量减少垃圾。

垃圾分类带来新的市场商机。洁满仓
清洁用品公司工作人员说，政府和企事业
单位集中更换分类垃圾桶，订单量巨大，公
司开足马力生产仍然供不应求。一些年轻
人看准时机创业。上海机电学院大学生在
大学校园开展的“飞蚂蚁环保”项目，通过
联网的回收柜，让学生自助回收废纸、纺织
类、塑料瓶、电池等类型的垃圾。

垃圾分类对基层治理提出更高要求。
厦门、广州多地将相关内容纳入各区党委、
政府和街（镇）党工委的工作考核。厦门市
思明区一位社区党委书记告诉记者，几乎
每个月都有多家单位对社区进行暗访、排
名，考核情况与个人收入直接挂钩。

资本市场也闻风而动。近来，A 股市
场中垃圾分类概念股集体上涨，多只个股
甚至连续涨停。首创环境副总裁胡再春表
示，垃圾源头分类是大趋势，让错配的废
物变成财富，市场潜力巨大。有机构估
算，固废全产业链市场有望达到千亿元规
模。

宋国君说，政府要求、公民自觉、企业
助力，多方合力才能让垃圾分类真正落
实。 据新华社电

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居民投放分类过的垃圾。

搞了多年的垃圾分类，这次玩真的了
住建部日前介绍，46 个城市将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

类。根据《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暂行办法》，由住建部
负责每季度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行考核。此外，为落
实细则，多地开始对基层干部进行考核与问责。

记者调查发现，推行多年的垃圾分类开始真正落地。 上海执行“最严垃圾分类”

新华社沈阳7月1日电 世界经济论
坛第十三届新领军者年会 7 月 1 日在大
连举行，垃圾分类、再造衣物、塑料再生
等概念成为今年年会的高频词。人们在
谈论其商业机会之余，更关心这种循环
思维对生活的重塑。

在一场题为“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
项战略”的分论坛上，可口可乐亚太区研
发部副总裁黄晓燕有些“应景”地提到了
垃圾分类。

早在一年前的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
上，可口可乐公司就发布了一款自主研
发的新设备。左边售卖饮料，右边回收
瓶子，这台概念机有一个新颖的名字
——“左右未来”。

“没想到，短短一年时间，原以为远
在未来的垃圾分类，就真的来了。”黄晓
燕欣喜地说。

“通过‘左右未来’，我们设想赋能遍
布各地的供应链体系，让饮料的销售出
口成为包装的回收入口，提高正向物流
与反向物流的经济性。”黄晓燕说，可口
可乐公司还在今年年初宣布向包括竞争
对手在内的其他企业开放植物环保瓶技
术，从而提升这项技术的应用性。据她
介绍，植物环保瓶于 2009年推出，使用甘
蔗和其他植物作为原料，取代石油制品，
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除垃圾分类外，循环模式在本届论
坛被一再提起。由于衣物未得到充分利
用以及缺乏回收机制，每年全球服装行
业损失巨大。为此，世界经济论坛特意
设置了一场“服装行业的成本”分论坛，
讨论新型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将如何变
革时尚产业。

张娜的职业与这一主题颇为契合。
2010年，张娜创建“再造衣银行”服装
品牌，将旧衣物拆开打散，经过设计重
构，做成风格各异、个性十足的再造衣
物，如今已受到众多环保和爱美人士的
青睐。

“我国每年产生废旧纺织品达 2000
多万吨，而回收利用率却不足 10％。将
环保与设计相结合，完全能开辟出一种
时尚。”张娜说，目前在国内，“可持续发
展时尚”还相当小众，她希望这一时尚观
念早日被人们接受，让服装回收多一条
路径。

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还开设了“塑
料使用革命”分论坛，探讨如何减少塑料
使用量。

论坛上，黄晓燕大方展示自己的手
拎包、皮鞋和衬衫。“这些都是用回收的
塑料瓶再生而成。谁说它们是垃圾？我
们确信，垃圾是没有放对地方的资源。”
她说。

在参加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许多
嘉宾看来，在新科技应用之前，可持续的
环保生活方式往往意味着对便捷的舍
弃。“就像垃圾分类一样，推广初期会在
一定程度上给人们带来不便，这需要政
府的规范，也需要利益激励。”中国环境
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刘
世锦认为，当循环思维成为一种习惯，我
们才能真正适应绿色的生产方式、消费
方式和生活方式。

“在习惯形成之前，推广者可以为循
环经济模式赋予一些趣味和情怀，使其
变得新潮和时尚，从而带动全民行动。”
黄晓燕说。

垃圾分类 塑料再生

循环思维重塑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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