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桂林垃圾分类试点两年市民思想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从“要我分类”到“我要分类”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桂林市积极打造“源头分类、源头把关；定时定点，分类收运；终端检验、去除杂质；

高温好氧，生物处理”的垃圾分类模式，总结出了“关键在源头、核心在机制、做法在普

及、效果在终端”的分类工作经验，取得一定成效。

“垃圾分类试点两年多来，试点小区居
民总参与率已超过 70%，正确投放率基本
保持在85%以上。经过工作人员二次分拣
后，分类正确率长期保持在 95%以上。”广
西桂林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副主任卢献民
说。

按照“干湿分开”的要求，桂林市引导
居民将生活垃圾分为厨余垃圾（湿垃圾）和
其他垃圾（干垃圾）两大类，并通过大力宣

传，使试点小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
达到85%以上。

与此同时，桂林市采用居民积分奖励、
收集员“三率”考核等机制，有效促使居民

从“要我分类”逐步升级到“我要分类”，提
高收集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使源头
的控制更为有效，使整个分类工作流程形
成良性循环。

“我们在试点小区推行了积分奖励机
制，对按要求将垃圾分类正确并投放到相
应垃圾桶的居民，给予刷卡积分，积分可以
兑换奖励。”卢献民说。同时，聘用环卫上
门服务人员、物业保洁员、热心市民或志愿
者担任定投点负责人，负责监督、检查居民
分类情况、给居民刷卡积分、进行二次分拣
等。这样，定投点负责人在开展本职工作
的同时，就可以同步完成分类工作，从而使
各试点小区的厨余垃圾正确回收率基本达
到95%以上。

首先，提倡定时定点，简化收集过程。
桂林市在每个小区设置1个定投点，并指定

集中投放时间。其次，一户一卡一桶，提升
普及效率。桂林市在试点小区初期，给每一
户居民办理一张积分卡、发放一个家用厨余
垃圾桶，办卡发桶的同时，进行面对面的宣
传等，形成了宣传、培训、投放的一条龙服
务，既使居民在分类和投放时更加准确，又
深入普及了定时定点的投放模式和积分刷
卡的激励机制。再次，两类垃圾分开收运，
科学管理。试点小区分类好的厨余垃圾，采
用专用厨余垃圾运输车，在定投时段结束后
及时收运，而分出的其他垃圾，则安排城区
环卫站车辆收运，坚决保证两类垃圾不混
运。“桂林市给所有的厨余垃圾运输车安装
了车辆跟踪及超声波液位传感设备，并建立
了后台监控系统，精确掌控车辆的行驶路线
和时间、装车时间和运输量、加油时间和油
耗等信息，提高分类运输工作的信息化和科
学化管理程度。”卢献民说。

终端处理的成效，是检验垃圾分类工
作质量高低的标准。为了保证处理设备的
运行效率，桂林市在厨余垃圾上料前，增加
了一道终端检验工序，由专人进行称重、记
录、检验、挑选杂质等，同时避免杂质进入
设备，以免造成设备损坏或停运。

桂林市平山垃圾分类管理中心负责人
莫黔念说，回收的厨余垃圾，经过破碎、脱
水和 7 天的高温好氧发酵后，转化为生物
肥料。“目前试点小区的厨余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达到 100%，减量率达到 90%，资源化
率达到100%，实现了变废为宝和分类无害
化处置。”

走进位于毛乌素
沙漠腹地的内蒙古毛
乌素生物质热电有限
公司，厂区内干净整
洁，料场上堆放的沙
柳、柠条等材料码放
得井然有序，生产车
间工人们在紧张忙碌
着。公司总经理陈玉
川向记者介绍，作为
一家以沙柳、柠条等
可再生资源为原料发
电的新型企业，企业
已享受国家退税 382
万元，累计向社会提
供 绿 色 电 力 10 亿
度千瓦时，每年为当
地 农 牧 民 提 供 约
5000 多 个 就 业 机
会，为当地农牧民人
均增收1.5万元。

毛乌素生物质热
电公司怎样将绿色产
业做得风生水起呢？
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
的鼓励下，当地企业
利用毛乌素、库布其
沙漠丰富的沙柳、柠
条等沙生灌木的平茬
剩余物进行发电，既
变废为宝，又防风固
沙、绿化沙漠，为全
市新增沙柳种植面积
4 万公顷。目前，当
地已建成生物质发电
企业 2 户，年发电量
4 亿千瓦时，年减排
温室气体总量达 30
万吨，成功实现了“碳吸收—碳减排—碳捕
捉”的三碳经济产业链的延伸和完善。

鄂尔多斯市国税局局长苗福成表示，市国
税局主动服务毛乌素生物质热电公司等企业，
充分发挥税收杠杆作用助推经济转型升级，取
得明显成效。2016 年，国税部门已累计为当
地25户绿色能源企业减免税8500余万元，有
力支持了绿色能源企业的发展。

在生物质发电产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的同
时，当地风力、太阳能发电企业也呈现蓬勃发
展之势。鄂尔多斯风能资源分布均匀，连续性
好，稳定性佳，平均有效风能功率密度为每平
方米 150 到 200 瓦，可利用风能资源总量约
1000 万千瓦以上，适合建立特大型风场，吸
引了众多大型企业来这里投资建厂。鄂尔多斯
市发改委电力科有关人员介绍，目前全市注册
的风力、太阳能发电企业已达 23 家，引进的
新能源发电项目总装机容量已达到 107 万千
瓦，2016年发电量达14亿千瓦时。

产业发展起来了，可不少企业由于地理位
置的原因，缴税需要跑好远，对能享受哪些国
家减免税收政策心里也没底。市国税局的工作
人员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千方百计让这些企业
能充分享受到减税政策。

鄂尔多斯市正利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负
责人李永红说：“针对我公司地处偏远、建设
任务繁重等实际情况，国税部门及时推出了
上门服务、绿色通道等一系列服务举措，帮
助我们快速办理减免税手续，让企业及时享
受到了西部大开发、资源综合利用等税收优
惠政策。”

“2008 年公司正式运行以来，我们已累
计享受各项税收减免 5490 余万元，为企业后
续扩大生产经营节省下了‘真金白银’。目
前，公司后续建设项目正在推进中。”内蒙古
新锦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赵忠
宇说。

苗福成表示，2016 年，鄂尔多斯市国税
局累计减免各项税收 19 亿元，小微企业税收
优惠政策享受面已达到 100%，在生态税收政
策带动下，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扎实迈
进，全市国税系统非煤税收入库达 136.48 亿
元，占全年国税总收入的58.28%，

在生态税收政策的激励下，一项项绿色清
洁能源产业坚实落地，一批批绿色企业正逐步
甩掉担心税负高、缴税繁的思想包袱，成为鄂
尔多斯市建设国家清洁能源输出主力基地的前
沿阵地和主力军。

鄂尔多斯去年累计为绿色能源企业减税八千五百余万元

—
—

以税收杠杆撬动绿色转型

本报记者

崔国强

江西崇仁县赣电电气有限公司员工在调试
自主研发的环保变压器。近年来，该县把科技
创新放在突出位置，以科技提升变电产业的“绿
色指数”。目前，该县98%的变电企业进行了节
能技术改造，2016 年自营和代理出口额达 2900
万美元。 崔 朱摄

提升变电“绿色指数”

近日，华为消费者业务部门公布了
2017 年一季度业绩报告，该季度华为智能
机 全 球 出 货 量 为 3455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21.6%。不过，当众多的手机制造商对出货
量津津乐道的时候，问题也随之浮现在我
们眼前，那就是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些手机
将被功能更全、品质更好的产品替代而变
为电子废物。

新出现的环境问题

“在 2016 年第二届世界环境大会上，
电子废物被称为‘新出现的环境问题’，并
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热点议题。”清华大学环
境学院教授李金惠近日在全国重点城市高
校电子产品及纸塑铝复合包装绿色回收公
益活动启动仪式上说。

电子废物之所以能引起世界范围内的
注意，原因在于伴随着消费结构升级以及
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全世界产生
了大量电子废物，并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统计数据显示，全世界 2016 年电子废物产
生量约 4610 万吨，人均约 6.3 千克，其中，
仅亚洲产生量占全世界的45%。

电子废物，也称废弃电子电器产品，其
范畴一般由各国通过政策和法律进行界
定。由于各国政策和法律不尽相同，电子
废物所包含的产品种类也各不相同。

根据研究，2017 年纳入我国管理目录
的14类电子产品废弃量约1164万吨，其中
5大类废弃电子产品（电视机、电冰箱、空调
器、洗衣机和电脑）占78%。

“虽然电子废物与生活垃圾比量级非
常小，但是其蕴含的价值以及非法处置可
能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容怠慢。”李金
惠说。

消费者每天接触的电子产品，在回收
处理时有潜在的环境与健康危害性。如果
处理不当，这些产品中的有害物质释放，如
重金属（汞、铅、六价铬）、溴化物阻燃剂、制
冷剂、含氟发泡剂等会造成污染。比如，一
代CRT显示器仅铅含量平均就达到1千克
至 2 千克，1 吨印刷电路板含铅量达到 20
千克。同时，部分电子产品在处理过程中
可能会产生强致癌物质，如二恶英等。

不过，电子废物也不是一无是处，它也

被称为“城市矿产”。李金惠说，铁及其合
金是电子废物中用量最大的一类物质，占
其总量的50%左右，其次是塑料，占到大约
21%，有色金属占比在 13%左右。然而，这
座“矿山”的利用率并不高。

另一半电子垃圾去哪儿了

今年 60 多岁的河南人魏师傅在北京
西城区虎坊路一带干垃圾回收已经十几年
了。他告诉记者，收到的家具家电会卖给
附近定点回收垃圾的小公司，赚个差价。

在丰台区翠林小区，北京市华京源再
生资源回收市场有限公司也设置了几个回
收站。其中一个站点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回收的家电到达一定数量后，会叫专人过
来收购。

记者了解到，电子废物离开个人或者
家庭，直至最终回收处理，有多重渠道，并
经过若干环节。其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就
是消费者直接将电子废物卖给小商贩。这
些小商贩将尚有价值的电子废物送至旧货
市场进行交易，而将无使用价值的电子废
物送到拆解者手中，由其对电子废物进行
拆解处理。后者对废物中具有较高价值的
物质进行提炼、出售，其他则直接扔掉。

中国家电研究院调研显示，2015 年废
弃电子产品的回收渠道中，个体回收渠道
占比高达 85.86%。这使得电子废物的供
货渠道极度分散，难以形成规模。

正是由于渠道的分散，使得正规的电
子废物回收企业“吃不饱”。李金惠介绍，
目前我国已拥有 109 家有资质的企业。近
年来，电子废物处理量有了大幅增加，2015
年，我国处理了1.41亿台电子废弃产品，占
全国市场电子废物总量的近40%。

不难发现，至少有一半的电子废物没
有进入正规渠道。这就不难理解，上海、江
苏、辽宁等地废弃电子回收企业为什么会
出现常年“无米下锅”的局面。

剩余的电子废物去哪儿了？一位业内
人士表示，大量废弃电子产品，特别是金属
含量高的电脑、冰箱、空调被分流到不正规
的小作坊、小企业。然而，这些落后拆解处
理工艺的家庭回收作坊，不仅难以妥善处
理结构复杂、种类众多的电子废物，而且极

易造成二次环境污染和有用资源的流失。

构建完善的回收体系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常务副会长、资源
强制回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刘
强曾表示，我国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尚不完
善，公众意识不强，“回收难”成为遏制行业
发展的主要因素，回收渠道的建设以及公
众环境意识宣传教育工作应同步开展，协
同增效。

在采访中，很多居民是乐于将电子废
物卖给正规的回收企业，但是实际中像是
冰箱、彩电、洗衣机等大件家电，体积和重
量都很大，搬运十分困难。正规回收企业
宣传不够，也不能及时上门取货。流动商
贩愿意上门搬运，解决了难题。因此，正规
企业的渠道建设十分必要。

要建立电子废物规范的回收体系，形
成良好的社会氛围，最根本的是法律的制
定和完善。

实际情况是，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低
价值再生资源管理体系，缺乏相应的法律
法规来保证低价值再生资源的回收。尽管

有关部委也出台了一系列再生资源管理办
法，但是再生资源管理工作政出多门，致
使管理主体不明，难以对该行业进行有效
调控，且针对具体再生资源的专门法规较
少 ， 针 对 低 价 值 再 生 资 源 的 立 法 仍 需
加强。

针对上述问题，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
室处长穆治霖表示，《循环经济促进法》修
改已经纳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5 年
立法规划。目前环资委正在进行法律修改
的专题研究，其中包括废弃的电子电器产
品和各类包装物在内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建设，是这次修改的重点内容。

与回收体系建设同样重要的是公众意
识的提高。没有公众的积极参与，再完善
的资源回收体系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北京天龙天天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
限公司总经理刘权表示，如果商品分销是
个正向系统，其难点在“最后一公里”的
分发，那么垃圾回收的逆向物流回收系
统，需要解决的是“最前一公里”的垃圾
收集问题，这就需要每个人都行动起来，
将 电 子 垃 圾 送 到 正 规 的 处 理 中 心 进 行
处理。

预计2017年我国14类电子产品废弃量约1164万吨——

给电子垃圾找个好去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温宝臣

直观上看，这些年国内居民的环境意
识有了很大提高，大家很愿意将手中的塑
料瓶和旧书、报纸等废弃物卖给商贩或者
小区内的垃圾回收站点，使这部分资源得
以有效利用。同时也得承认，这种行为受
到了经济利益的驱动，因为卖掉垃圾多少
有些收入。

梳理垃圾处理链条，我们发现有收集、
运输、转运、处理处置4个环节，而垃圾分类
是优化垃圾处理链条的重要环节。垃圾分
类看似小事儿，却集中体现了人与环境相
互之间的关系，并与整个社会的共同价值、
法治精神、环保意识、自律意识等密不可
分。事实上，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垃圾合
理分类回收是我们对赖以生存的环境所做

的善事。因此，从变废为宝到变废为善，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电子废物的回收和处理涉及电子电器
产品的制造、流通、使用者和市政等多个部
门，是一项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只有责任主
体共同完成这项事业，才能真正地解决
问题。

作为消费者，同时也是垃圾的生产者，
我们需要对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垃圾负责
任。我们有义务将“环境保护人人有责”口
号变成实际行动，这就需要我们了解所使
用的电子电器产品，更要关注它们的“身后
事”。通过实际行动，让它们有个合理的归
宿，不仅是环境对我们的要求，更应该是一
个现代公民的行动自觉。

变 废 为 善
宝 辰

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电

脑、冰箱、电视机等电子产品，都

面临着不断被淘汰的命运。而

这些电子废弃物中，有回收价值

的材料和有毒有害物质紧密结

合在一起，这就需要建立电子垃

圾规范的回收体系，杜绝二次环

境污染和有用资源的流失。

桂林市垃圾分类宣
传员走上街头，向市民
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和政
策。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