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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同事全家来日本度假，入住
日本民宿（家庭旅馆），半夜打来电话询问
垃圾该如何分类及每天处理何种垃圾。
万幸同事入住的是公寓大楼，本人只是简
单讲述了一下垃圾的大致分类，因为大楼
有保洁员，楼下有垃圾房，垃圾大致分类
存放相应区域即可。公寓保洁员会负责
垃圾详细分类，并根据每周的不同日子向
垃圾站输送不同垃圾。如果是独门独户
居住的日本居民，确实需要记清垃圾的详
细分类及每天的回收项目。记者看到过
有的人家在回收可燃垃圾那天交出了玻
璃瓶、金属罐，被拒绝回收并被贴上了“请
按指定日期投放垃圾”的提醒告示，垃圾
车走后那家主妇只得悻悻然重新收回
家里。

东京的垃圾分类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
始，当初只分为可燃垃圾和金属、玻璃、塑
料等再生资源。后来分类越来越细，如一
个烟盒必须分成塑料膜、锡纸和硬纸盒；

塑料水瓶分成瓶盖、瓶体、包装膜。东京
大田区的垃圾分类手册就有 30 页，一共
列了 500 多项条款。日本的垃圾处理属
于市、町、村等地方自治体业务范围，东京
以区为单位，回收的日期各不相同，但分
类方式大致一样。

家庭垃圾大致分为可燃垃圾、不可
燃垃圾、资源垃圾、粗大垃圾、家电垃
圾等五大类。可燃垃圾包括厨余垃圾、
碎纸屑、橡胶制品、衣革制品、录像
带、杂草等，家里炸天妇罗、炸鸡的剩
油不可以装进塑料袋直接扔掉，而是要
去超市买“凝固剂”，将废油凝固后，再
用报纸包好，放入可燃垃圾中扔掉。不
可燃垃圾包括餐具、厨具、小型家电、
一次性打火机等，一次性打火机必须彻
底用完才能扔，防止中途爆炸；资源垃
圾包括报纸、纸箱、塑料、玻璃、干电
池、金属等，必须分别打捆，玻璃、灯
泡等易碎物需要包好并标注内有破碎

物，避免扎伤回收人员；粗大垃圾包括
自行车、桌椅、沙发、床垫、微波炉、
烤箱、高尔夫球杆等，凡直径超过 30 公
分的都需要到区政府或附近便利店购买
粗大垃圾标签，价格根据物体尺寸分为
200 至数千日元不等，并在每月一次的
指定回收日存放到指定位置。根据 《家
电回收法》，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在更
新之际，商家有义务回收旧家电。同时
超市门口放有牛奶盒、塑料盒的回收
箱，这些属于行业资源的回收范围。新
的公寓里洗菜池下水道大多配置了粉碎
机，那些瓜果皮、蔬菜叶粉碎后随下水
排放，不仅减少了垃圾，也避免了垃圾
站的异味发生。如此种种，日本将垃圾
分类做到了极致，也成了世界资源循环
利用的典范国家。

日本能实现如此繁琐的垃圾分类并
非一日之功。首先是有严格的法律规范，
其法律条文之多，量刑之重，堪称世界之

最。与垃圾分类相关的法律法规分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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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一旦被举报违法，
将受到严厉制裁。如在马路边乱扔垃圾
被“抓现行”会被处以 10 万日元罚款（折
合人民币6500元左右）；在垃圾收集区乱
扔垃圾，处罚则更严厉。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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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胡乱丢弃废弃物者为企
业或社团法人，将重罚 3 亿日元。且日本
法律规定公民有举报胡乱丢弃废弃物者
的义务。

日本人对如此繁复的垃圾分类、处理
原则了然于心和身体力行，除了法律和金
钱约束之外，还源于从幼儿园就开始的环
保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期间，学校都会
定期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垃圾处理厂。
记者居住的东京市中心就有一个垃圾焚
烧厂，定期组织本地居民来厂参观，并有
专人负责讲解，据说已成为国际交流的重
要课堂。

不久前，2020 年东京奥运组委会与
东京都政府达成协议，东京奥运会的
5000 块奖牌全部用回收资源制作。这种
再生资源奖牌将是奥运史上首次，将向世
界展示日本挖掘城市“矿山”的独特优势。

日本是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的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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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贵州省兴义市贵州醇风景区的樱花
凋谢，绿树枝叶开始繁茂，花与叶的点缀构成一幅
层林尽染的画卷。 刘朝富摄

厦 门 :

垃 圾 减 量 洁 净 家 园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薛志伟

4月6日，河北省香河县安
平镇王指挥庄村东头，一根新
架设的电线杆刚刚立好。几名
身着制服的电力施工人员正在
高空作业，架设一组10千伏的
高压线。这是该村电代煤取暖
改造首日的场景。

“今年，香河县计划实施
116 个村庄的电代煤改造工
程，王指挥庄村是最先启动的
村，预计 10 天主线路就能完
工。”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香
河县供电分公司配管办主任张
洪斌介绍，为了今冬实现电代
煤供暖，全县提早行动，今年计
划改造 10 千伏线路 620 公里，
改造0.4千伏线路355公里，新
增配电变压器498台。

施工现场就在村子的文化
广场前，村里正在锻炼的男女
老少围着施工人员问长问短，

“将来怎么用电取代煤烧暖
气？”“用电有没有保证、贵不
贵？”⋯⋯张洪斌一一耐心解
释，“取暖用电单走一条线，咱
村将来还要加配 4 台变压器、

117 个排表箱，负荷没问题。家里还是每屋挂一组
暖气片，用电来烧水，水循环来供热取暖”。

村民最关心的是电代煤取暖的成本。张洪斌算
了一笔账：每户按照标准配备三台电采暖设备，其中
有2台设备的功率为3.2千瓦，1台设备的功率为2.4
千瓦，3 台设备全开时，每小时共耗电 8 千瓦时。按
照规定，电代煤用户可以执行峰谷电价，白天峰段电
价为 0.55 元/千瓦时，夜晚谷段电价为 0.3 元/千瓦
时，算下来每小时白天的花费是 4.4 元，夜晚是 2.4
元。“一般情况下，大家白天出去干活，主要是晚上开
暖气。如果一天开 12 小时，大概一个采暖季需要
4000 元至 5000 元左右。”张洪斌介绍，电代煤取暖
成本较高，但政府目前正在酝酿制定补贴政策。

听到这个消息，住在该村古槐六巷11号的王从
凯十分高兴。他家过去供暖期间开着两台燃煤小锅
炉，每天烧煤50多公斤，室温也仅为16摄氏度。“电
代煤供暖的效果更好，再也不用经常添煤了。清洁
能源取暖，干净省事又环保。”王从凯说。

而在香河县蒋辛屯镇三百户村，百姓干净温暖
过冬的愿望已经变成现实。4月6日中午，走进村民
李宝江、吴玉福夫妇家中，厨房里的天然气灶上正烧
着开水，案板上刚刚包好的荠菜馅饺子正等着下锅。

“天然气灶真是好，安全又省钱！”吴玉福告诉记
者，过去他家做饭用液化气罐，每月支出都在100元
以上，现在用天然气省不少。去年供暖期前，三百户
村成为香河县第一个天然气入户的村庄，一个供暖
季下来家中吃饭、取暖所用的天然气费总支出4000
元，其中包括政府发放的气代煤补贴1000元。

“清洁能源入户，真正提升百姓的生活品质、幸
福指数。”香河县大气办主任刘全顺介绍，全县已对
今年电代煤、气代煤工作提前进行了安排部署，明确
了工作任务、时间节点，实施挂图作战，力争10月底
前完成 116 个村街的电代煤改造工程，完成 188 个
村街、54709户的气代煤改造工程。

（文/陈 彬 解丽达）

清洁能源入户来

61岁的苏永顺去年已经退休，但现在
每天还是忙得不亦乐乎，因为他有了一个
新的身份——厦门市海沧区海发社区垃
圾分类督导员。

每天上午 7 点半到 8 点半、晚上 7 点
到 8 点这两个时段，苏永顺都会站在天湖
城小区的一处垃圾投放点进行垃圾分类
督查，其它时间则会不定期进行督导。

激励机制助分类

4 月 11 日上午，苏永顺正在他负责的
垃圾投放点进行督导。只见他手中握着
一个黑色的扫描仪器——手持终端机，一
旦看见居民下楼扔垃圾，他就上前对垃圾
袋中的垃圾进行确认，查看分类是否正
确。

这时，一位住户提着两袋垃圾走到垃
圾分类投放处，苏永顺走上前去，打开垃
圾袋检查了一下，确认垃圾分类正确。他
用手持终端机扫描袋子上的二维码后，将
垃圾袋分别投入了对应的垃圾桶。然后，
这位居民拿出自己的“智慧环卫绿卡”，放
到苏永顺手中的手持终端机上刷了一下。

“居民垃圾分类正确并投入对应的垃
圾桶后，可以获得相应积分，并可兑换相
应奖品。”苏永顺说。

接下来，苏永顺将手持终端机扫描二
维码后获取的用户信息进行点击确认，将
数据回传到后台。“二维码上有居民的相
关信息，可以知道这袋垃圾是由哪户居民
投放的。后台就可以了解到居民领取垃
圾袋与实际投放的使用比例，方便垃圾分
类督导员有针对性地进行入户指导，保证
分类正确无误。”苏永顺说。

海发社区垃圾分类指导员陈小娟告
诉记者，天湖城小区是厦门市最大的小
区，也是厦门市首个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该小区共 18 栋楼，35 个梯次，3000 多户
居民，每个梯次下都有一处垃圾分类投放
点，投放点共放置了 3 种颜色的垃圾箱，
分别盛放不同种类的垃圾。在小区主要
进出口还多了一个红色的垃圾箱，盛放电
池等有害垃圾。

“社区为居民办理了智慧环卫绿卡，
进行垃圾分类积分。日前，督导系统进行
了升级，采取‘一户一袋一码’的方式，为
每户家庭发放带有二维码的分类垃圾袋，
与分类桶颜色一致。二维码与居民家庭
信息绑定。”陈小娟说。

宣传共建见实效

作为 2000 年全国首批 8 个垃圾分类
收集示范市之一，厦门市已经摸索和积累
了一定的经验。“为建立和完善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模式，厦门市以天湖城小区为试
点，采取了源头分类、循序渐进的方式，逐
步完善垃圾分类全流程作业体系。”垃圾
分类指导员黄丹樨说。

在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前期，社区意识
到只有依靠群众力量，实现居民自治督
导，才能更好地推动垃圾分类。因此，社
区专门配备了垃圾分类指导员，又招募了
以社区工作者、小区业主为主的垃圾分类
督导员，并组织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及督
导员进行垃圾分类知识的培训。通过区

环卫处集中业务培训后，垃圾分类督导员
持证上岗，走家入户，将垃圾分类宣传手
册、宣传品送到每家每户，进行宣传引
导。除了入户宣传外，在小区内已有的宣
传栏、灯杆、电梯等基础设施上，也张贴有
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图。天湖城小区内还
设置了一座环保小教室，作为科普宣传教
育基地。

同时，海发社区与社区幼儿园、学校
共建，以“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开展垃圾
分类教育宣传，从娃娃抓起，带动家长和
家庭共同参与。社区还结合社区书院教
育活动，为小区居民开办环保课程等。

居民钟云女士告诉记者：“以前没有
进行分类的时候，垃圾桶四周都堆满了垃
圾袋，总能闻到异味。经过宣传，大家知
道垃圾分类于己于人都是好事，也自觉遵
守。有时候看见小孩子扔错了，家长也会
教他重新分好。”

“入户宣传大家很配合，由于我们本
身也是小区居民，更有说服力。这样的宣
传方式不是一种监督，而是潜移默化的培
养。”苏永顺说。

减量效果明显

厦门海沧市政建设管理中心副总经
理李光军告诉记者，天湖城小区的垃圾分
类采取四分类做法，即厨余垃圾、其他垃
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并在小区内设
立垃圾分类中转点。区财政出资新增电
动垃圾收运车 10 部、分类垃圾桶 140 个；
还提供室内厨余垃圾桶 3200 个，已根据
分类工作开展情况陆续移交物业公司并
统一发放至居民手中。社区、物业、城建
集团设立专职工作人员，建立每日定时定
点分类投放—物业分类收运—城建集团
分类转运—指定的末端处理厂进行分类
处置的收运体系。并辅助开展环保酵素
推广、厨房垃圾种菜等活动，固化垃圾分
类全流程收转运模式。

“社区垃圾由业主自行分类后，投入
至小区分类垃圾桶，由物业公司统一收运

至垃圾分类中转点，再由城建集团统一转
运至指定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理，每天实
施 2 次收运，天湖试点小区已累计收运厨
余垃圾23816桶次。”李光军说。

李光军还介绍，天湖城小区每周还设
立“资源回收日”活动，由城建集团、社区、
义工组织相互配合开展资源回收活动。
小区主要进出口的有害垃圾桶由小区物
业安保人员配合进行监管，由城建集团实
行定期回收。

“天湖城小区垃圾分类示范工作已经
取得明显成效，居民知晓率提高，分类行
为逐步规范。”李光军说，大多数居民树立
了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是每个公民应尽的
义务的理念，积分奖励也调动了居民参与
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从源头上保证了垃圾
分类的效果。

厦门市市政园林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天湖城示范小区的实施效果来看，垃圾
分类对垃圾减量的效果非常明显。以 1
个万人小区为例，目前日均产生生活垃圾
10 吨，未实行垃圾分类以前，生活垃圾最
终采取焚烧或填埋的方式来处理，其中填

埋占 60%，不仅容易造成二次污染，而且
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而实行垃圾分
类后，经过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置后，进入末端处置的生活垃
圾减少了40%。通过推行垃圾分类，市民
环保意识得到增强，卫生习惯逐步转变，
小区环境明显改观，生活垃圾分类“从我
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的氛
围日益浓厚，有力推动了文明创建再提升
工作。

“厦门市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后，按照
岛内日产生活垃圾 2700 吨计算，垃圾可
减量 1000 吨左右，减量效果非常明显。
对于土地资源稀缺、人口密集的城市而
言，其环境效益非常可观，节能减排效果
也非常明显。”市政园林局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厦门市垃圾分类试点小区有30
个、试点学校 44 个。今年 6 月份，厦门市
将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岛外各区也将在年
底逐步推行。全市将抓紧配套后端分类
设施设备，保证分类收集的垃圾分类转
运、分类处理，切实提高垃圾分类的质量
和效益。

△ 厦门市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工人在操作仪器抓运垃
圾进焚烧炉燃烧发电。厦门目前日产各类垃圾5000余吨，其
中约 1800 余吨被用来焚烧发电，2600 余吨被压缩填埋，剩下
600余吨厨余垃圾被进行生物质能转换再生利用。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 厦门市海沧区海发
社区垃圾分类督导员为居民
查看“智慧环卫绿卡”积分信
息。

本报记者 薛志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