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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海 7月 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后，杭州新条例已提上日程，南京也在推进立法

推进垃圾分类，不止上海在行动
■本报记者 任俊锰

7月 1 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正式实施，上海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
代”。

就在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
城乡建设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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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三角，各地都有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的新举措。杭州新的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最近已经提上日程；宁波今年 2月已通过
了《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南京
江北餐厨垃圾处理厂将建成，垃圾分类立
法在推进……不可否认， 围绕垃圾分类，

依旧有诸多问题值得探索。上海先行一步
的同时，不妨看看长三角其他城市的做法
与经验。

垃圾分类“能手”越来越多

来自杭州萧山区的小朋友楼圆圆，是
学校小有名气的垃圾分类小能手。但先前
她给自己垃圾分类打分，却只有 50分。因
为在这个六口之家，除了她，垃圾分类都
做得很一般。虽然她屡次“教育”他们———

垃圾不分类危害很大，他们则每次都夸她
懂得多，“随便扔”的习惯却一如过往。

前段时间，楼圆圆等到了机会。学校
组织 21个家庭参加 21天行动，她第一时
间报名参加。连“突破口”都想好了，那就
是爷爷，因为家里爷爷地位最高。她跟爷
爷说，如果家里不能完成 21天行动，她就
评不上三好学生了。爷爷当即表示支持。

如何做好？楼圆圆早有准备。她自制
了一张“垃圾分类”表格，爷爷被她“任命”

为班长，她自己做副班长。在班长的带领
下， 家里的垃圾分类工作有了很大改善。

“只要爷爷一瞪眼，奶奶、爸爸、妈妈乖乖
地学会了垃圾分类。”楼圆圆说。现在，她
的奶奶还参与了“姐妹花”志愿者，参与社
区的垃圾分类工作。

南京江心洲， 这座位于长江中的岛
屿，正着力打造“零塑岛”。在岛上的芳华
苑小区内， 记者遇到了正在投放垃圾的
李亚林。关于垃圾分类，今年 68 岁的她
有着自己的坚持。 小区内可回收垃圾箱
需要办积分卡，之前她已经申请了两次，

但信息皆被漏掉，一直都没有发下来，最
近一个月终于拿到了卡， 现在几乎每天
都会前往投放垃圾，“除了最近出去旅游
的两天”。

在杭州余杭区，“虎哥” 有点名气。虎
哥环境有限公司创始人早在 35年前便踩
着三轮车收废品，对于老百姓在垃圾分类
中需要什么，“虎哥”很熟悉。为叩开居民
家门，“虎哥”推出了一场“寻找虎妈”的活
动，退休教师、居委会成员、广场舞大妈等
人群是首选， 因为他们扎根居民中间，具
有较强凝聚力和号召力。虎哥环境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胡少平告诉记者：“在‘寻找虎
妈’的活动推出之前，居民的参与率只有
40%，而现在则有 80%。”记者在余杭一些
小区时常可以看到“虎妈”的身影，赵美娟
便是其中之一。“虎妈” 属于半公益性质，

每个月会有 1200元补贴， 主要工作就是
敲开住户家门、宣传垃圾回收，以提高居
民参与率。现在，赵美娟前往最远的小区
要走 15分钟左右，工作时间每天要走 1.5

万步以上。虽然辛苦，但可喜的是，“大家
的环保意识在提升”。

今年 4月， 赵美娟的队伍壮大了，又
有 5 名“虎妈”加入，团队在扩大，居民的
态度也在变。以前入户宣传，居民的门都
是开一个小缝，头都露不出来，“我们就像
要饭的一样”，现在居民习惯了，对“虎妈”

“虎哥”都很欢迎。

信心来自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当响起《茉莉花》时，面向道路沿线
小微餐饮企业‘定时定点’的垃圾清运车
便来了。” 杭州萧山区垃圾分类办工作人
员介绍。

萧山正以易腐垃圾为突破口，推进垃
圾分类。现在，针对沿途小微餐饮店众多、

易腐垃圾产生量大的道路， 萧山正试点
“定时定点”投放。以前，商家习惯将易腐
垃圾扔在人行道旁的垃圾桶内，常有污水
流出，现在清运车在每天上午、下午和晚
上，根据提前给餐饮店的时间表依次上门
回收。

“定时定点”试点不只对餐饮店，萧山
还在小区进行试点。“定时定点”投放分早
晚两个时段，居民可以领取积分和易腐垃
圾专用垃圾袋。垃圾袋由第三方企业统一
提供，可以溯源到户。如果袋内不是易腐
垃圾，志愿者则会标记为错误分类，这样
居民不仅拿不到积分，还会被上传到萧山

的“生活垃圾智能监管系统”。如果一月内数
次出现错误分类，社区工作人员就会“精准
上门”。值得一提的是，在小区试点“定时定
点”投放前，管理部门多方调研，充分了解了
各地难点。如今，收运方均需收集居民关于
投放时间的意见，让居民“自选时间”。

刚开始推行垃圾分类，萧山也遇到过阻
力。居民们认为，即使自己分了，后面还会一
起收走并处理，为此萧山采取“桶车一致”的
分类清运模式， 如易腐垃圾为绿色清运车，

其他垃圾则用灰黄相间的清运车，居民如发
现清运车混运，可监督举报。后来，居民看到
了一天天规范收运，慢慢树立了垃圾分类的
信心。

信心来自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2.8公斤！积分直接打到您账户。”在杭
州余杭， 到李洪艳家上门回收垃圾的虎哥
环境公司志愿者说。 李洪艳与赵美娟居住
在同一小区，现在，她已与小区的“虎哥”成
了熟人。

预约上门回收麻烦吗？“最开始是打电
话，现在是微信可下单。”李洪艳说，她家从
2017年开始参与， 每月要上门回收三四次，

现在账户内还有 40多元， 经常会在小区门
口的便利店换一些鸡蛋、酱油、醋等，“比正
常买还要便宜一些”。“我们其实并不在乎虎
哥的那些钱，而是因为它让我们认识到了垃
圾的资源价值。”有居民说。

“虎哥”不止关注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
等， 还包括废旧家具等大件垃圾，“虎哥”免
费上门收集， 并在后端进行资源化利用。比
如将沙发拆解为木材、纺织品、金属等，加工
成生物质燃料、土工布等产品。李洪艳回忆，

去年冬天，由于自己腰不好，家里的软床垫
换成了硬床垫， 换下来的床垫难以处理，最
终找到已下班的“虎哥”，帮忙搬下去并免费
处理掉。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首席专家、公

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曾对“虎哥”的公司进
行过一番调研。他告诉记者，“虎哥”能够实
现 95%—98%的干垃圾再生利用，仅有少量
剩余需要送到焚烧厂。 仅仅在杭州市余杭
区，2019年如果实现全覆盖就可以少建一个
日处理 500吨的垃圾焚烧厂。

分类做得好的人享有一定“特权”。在南
京江心洲芳华苑小区，负责收运厨余垃圾的
人会查看居民带来的垃圾，日久天长，对于
那些分类做得较好的人， 收运人员也都认
识，“直接拿给他，不用检查。”居民楼长崔桂
琴告诉记者， 她家里的厨房就有两个桶，一
个装用过的废纸等， 另一个装厨余垃圾。同
一小区的李亚林感受到了变化。以前垃圾混
投导致“垃圾桶都放不下，丢得到处都是”，

如今厨余垃圾被分类并及时收运，气味好很
多，“捂着鼻子倒垃圾”的情况少了，人们可
以站在垃圾桶附近聊天。

对居民对产业都是新起点

2009年毕业的浙江大学环境工程博士
胡少平， 研究固体废弃物污染控制和治理，

于 2015年参与“虎哥”的创立。他回忆，2016

年，“虎哥”拿出 2个亿，进行模式探索。如果
模式成功，政府可购买服务，如果不成功就
直接结束。到了 2017年第三季度，模式探索
取得初步成功， 余杭区政府决定购买服务，

现在公司基本实现收支平衡。

“虎哥”也有难言之隐。胡少平表示，因
为公司收集的毕竟是垃圾， 附加值相对较
低，依靠垃圾增值“养活”产业链很难。因此
他提出， 税收问题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现在， 国家正鼓励民营企业从事垃圾分类，

但较高税率却在无形中形成门槛。对于税收
问题，徐林提出“分类减税”。他建议，政府可
以考虑根据后台监控数据进行分类减税，比
如，纸张、塑料等附加值较高的废品，可以不

减税；玻璃、园林垃圾等，可考虑减税、免税，

而对于灯泡、电池、过期药品等有害垃圾，甚
至可考虑补贴。

起步虽晚， 但杭州萧山的原则之一，是
“先末端有出处，再前端有分类”。

因此， 萧山在布局末端处置企业时，垃
圾分类还没正式开始。2017年 9月， 萧山引
进了第一家具备每日 200 吨易腐垃圾处理
能力的企业；去年 1 月，萧山引进了第二家
每日处理规模达 220吨的企业，其中易腐垃
圾 200吨，地沟油 20吨。数据显示，去年，萧
山区共分类清运易腐垃圾 42000余吨，经过
资源化处置，产生沼气 452 万立方米、生物
柴油 5700 吨，提炼毛油 1123 吨，目前日均
处理量已有 400余吨左右，其中包含杭州余
杭、滨江、江干等区分流的 60 余吨，缓解了
焚烧压力和污染。

垃圾分类背后， 也有产业机会。2017年
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禁止洋垃圾入
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
案》，要求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说到“洋
垃圾”，浙江大学教授徐林认为，首先要回答
“洋垃圾为什么会进来”这一问题。在徐林看
来，原因有二：一是“洋垃圾”分类做得好，二
是中国强大的末端处置能力。随着中国垃圾
分类深入推进，很多原本以“洋垃圾”为生产
原料的企业，必将转向国内分类垃圾，使得
一些资源利用企业“等米下锅”的局面得以
缓解，形成国内市场的产业闭环。

接下来， 胡少平认为应从两方面着力，

一是强制分类， 二是激励分类。2015年起步
的“虎哥”，将激励分类作为居民参与垃圾分
类的起点， 现在正与政府力量形成互补。徐
林告诉记者，强制推行垃圾分类，对于居民
迅速形成分类习惯是很有帮助的，但是不可
忽视的是，也必定存在着适应期、阵痛期和
磨合期。这条路还很漫长。

但是，这无疑是一个新的起点。

独山港至洋山外贸中转首航

搭海上货运高铁
港口群呼之欲出

■本报记者 任俊锰

7月 1日， 浙江平湖独山港至上海洋山港的外贸
集装箱中转业务正式启动。装有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涤纶丝的外贸集装箱，成为首个搭乘“独山快航”的
“幸运儿”，它们将从上海洋山港“直接换乘”国际干线
船舶，出口至叙利亚。

“直接换乘”便是这项中转业务的最大特点。以往，

集装箱以“内贸箱”身份进入洋山港后，需在洋山港进行
报关报检成为“外贸箱”，随后才能搭乘干线船舶出运。

而现在，独山港至洋山港中转的集装箱，只需在独山港
完成报关报检手续，即成为“外贸箱”，通过“水水中转”

模式乘上“独山快航”转运至洋山港，便可直通全球。

外贸经济一直是平湖的发展亮点。 截至目前，平
湖区域内外贸企业超 800家， 每年有大量的服装、箱
包、机电出口至海外，贸易关系遍及全球 170 多个国
家和地区，2018年，平湖实现进出口总额 650.7亿元。

此次正式启动的中转业务，不仅将成为平湖一张
崭新的“金名片”，也将为平湖带来切实的便利。现在，

平湖绝大部分服装、箱包、机电等外贸货物，通常从洋
山港出口。平湖口岸办相关负责人算了一笔账：以 40

尺集装箱为例，相比陆路运至洋山港，直接从独山港
出口每箱可节约物流成本 800—1000元，可降低物流
成本 20%—40%。此外，企业直接在本地海关办理报
关手续，将缩短原本的通关时间和退税周期，货物从
独山港通关到洋山港出口最快约 20小时， 这将为嘉
兴等浙北地区从洋山港出口货物提供新通道。

独山港作为浙北地区的深水良港，与上海国际港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已有 10年之久。早在
2009年，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便与浙江
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平湖市独山港港务投
资有限公司，三方共同出资组建了上港集团平湖独山
港码头有限公司。现在，作为浙江省内唯一与上海港
合作的外海码头项目，自 2013年运营以来，这个码头
已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75余万标准箱。

与上海港建立中转业务合作，平湖独山港并非孤
例。2015年，上海港与太仓港推出“沪太通”模式，将上
海港与太仓港合作的上港正和码头作为上海港的延
伸。此举不仅为上海港赢得更多发展空间，也使太仓港
货物吞吐量迅速上升，有效推动纵深腹地的经贸发展。

去年 12月 24日，太仓港集装箱年吞吐量正式突
破 500万标箱。要知道在 1992年，太仓港第一个万吨
级码头泊位才刚刚动工建设；现在，太仓港已是江苏
省第一、全国第十大港。业内人士指出，上海港与太仓
港的合作，有利于形成层次分明、布局合理的长三角
对外开放海运格局。

借鉴“沪太通”，今年4月1日，上海港与盐城大丰港
开始实行“沪丰通”模式，“货进大丰港就视同进入上海
港一样”。此外，在上海港的支持下，实现“沪丰专线”首
航，通过这种方式，每个集装箱可节约物流成本约1000

元，成为出口企业的“海上货运高铁”，自此来自苏北腹
地的货物，可以更便捷地从上海中转至世界各地。

上海港与江苏省内港口的合作，也正推动江苏外
贸发展。数据显示，作为制造业大省、贸易大省的江
苏，全省外贸量为每年 1800万标箱，70%以上通过公
路、铁路直接运至上海等周边港口出海，或经省内港
口支线运输，“喂”给上海港、宁波舟山港。

合作以双赢为最优，上海港也正从中受益。因为
随着上海港吞吐量越来越大， 码头堆场压力渐显；集
装箱陆运带来的市政道路、高速公路交通压力越来越
大，环保压力也大，因此“铁海联运”和“水水中转”正
成为未来主流。

近年来，长三角三省一市不断推动港口之间的整
合及联动，规划统筹、战略协同、优势互补、市场合作
的长三角现代化港口群正呼之欲出。

李明哲是上海昉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回收员。“今年 1

月份，我们刚开展回收业务的时候，一天的量最多只有 200公斤。现
在最多时可达一吨。这半年，回收量每天都在增加，这得益于居民的
垃圾分类意识在不断提高。”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6月 30日，志愿者（左）为浙江宁波大堰镇箭岭村的小学生讲解垃圾分类的方法。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6月 5日，活动参与者通过模拟游戏了解垃圾分类的知识。

当日是世界环境日，“环保嘉年华·青春新时尚”———2019年上海
青少年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在上海淮海公园举行。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一山一岭分三省
山上岭下都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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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好生态，

哪里就有新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