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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收运处置闭环，就可能有“垃圾围城”风险

今日看点

宝山装修垃圾资源化处置项目试运营，可满足全区每年装修垃圾消纳需求

一年吞30万吨垃圾，85%以上变成宝
■本报记者 陈玺撼
上海一年产生的装修垃圾，如果按一立
方米重 0.4 吨计算，埋深 10 米，将至少占用
7 个虹口足球场。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如果没
有一个成熟的收运处置闭环，让每天产生的
装修垃圾尽快得到处置，就可能有“垃圾围
城”的风险。
前天，位于宝山区江杨北路的装修垃圾
资源化处置项目投入试运营，其设计处置能
力 30 万吨/年，正式运营后，可满足宝山区每
年产生的装修垃圾消纳需求。经过该项目处
置的装修垃圾，85%以上可变废为宝， 在上
海所有已投运的装修垃圾处置项目中，是资
源化率最高的一个。

自主研发技术对垃圾提纯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辆运输车将装修
垃圾从宝山区各个街镇的中转场站运过来，
经过入口处的地秤称重， 记录下数据后，运
输车将装修垃圾卸在处置厂内的卸料区。
刚卸下的这些装修垃圾比较“纯净”。宝
山区绿化市容局环卫管理科顾鸿雁说， 装修
垃圾目前在宝山区的收运处置主要有三道环
节：各社区的建筑装修垃圾临时堆点，各街镇
的建筑装修垃圾中转场站， 以及投入试运营
的这个处置项目。在中转场站，装修垃圾已由
环卫作业单位的分拣人员进行 “大分类”，装
修垃圾中的橡胶制品、石膏制品、绿化垃圾、
大件垃圾（沙发、床垫等）和危险废弃物（荧光
灯、电池、油漆桶等）已被分拣出来。
剩下的装修垃圾主要由三类物质组成：
硬物质类，如混凝土、石材、砖块、玻璃、陶瓷
等；轻物质类，如木材、塑料、纺织品、纸张、
泡沫塑料等；金属类，如钢筋、铁丝等。有了
“大分类”，后道处置效率大幅提升。
在卸料区停留片刻，装修垃圾被倒入破
碎机，碎成直径 15 厘米以下的碎块。筛除破
碎中产生的粉尘，碎块随着传送皮带继续前

宝山装修垃圾资源化处置项目投入试运营。
进，其中的金属类物质被吸铁石吸附，木材
等机器较难自动分选的小块杂质则通过人
工分拣。 剩下的碎块再进行第二次破碎，在
高转速锤击下，碎成直径 5 厘米以下的小碎
块。最后，经过进一步筛选，小碎块按直径不
同分四类骨料：7 毫米以下、15 毫米以下、25
毫米以下、25 毫米以上。直径小的，用于生产
再生多孔砖、再生连锁砌块、再生灰砂砖等
再生产品；直径较大的，可用作回填材料及
道路垫层等。
值得注意的是，装修垃圾在“变小”过
程中， 运营方采用多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工艺对其进行提纯， 将最终成品中的杂
质率控制在 2‰以下，能替代天然砂石应用
于工程建设。 振动风力分选机和高精度分
选机，可将混在骨料中的木材、塑料、纸、泡

陈玺撼 摄
沫塑料等杂质吹走。“传统风力分选工艺，可
吹走一些杂质， 但还有很多混在骨料里难分
解。”北京建工资源循环利用投资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樊建斌说，他们自主研发的技术，可
把装修垃圾分轻重两层，再用气吹，去除杂质
的效果显著提升。

前景广阔但挑战也不少
“通过分类，垃圾变得有价值，而且分得越
细价值越高。”樊建斌说，宝山区装修垃圾资源
化处置项目投产前， 公司曾组织项目调研组，
对上海装修垃圾进行长期考察。 结果显示，从
2010 年到 2018 年，上海装修垃圾产生量（申报
量）增长超 26 倍；从装修垃圾的结构来说，以
混凝土、石材、玻璃、陶瓷等为主的硬物质占
85%，经过处置，它们可以成为高品质骨料，而

价值较高的金属类物质占 1‰至 2‰。 投资方
认为，随着装修垃圾量与质不断提升，上海装
修垃圾资源化处置项目前景广阔。上述项目也
成为投资方在全国的首个装修垃圾资源化处
置项目。樊建斌透露，第二个装修垃圾资源化
处置项目正在江苏无锡进行设备调试。
前景虽广阔，但面临的挑战也不少。首先
是用地问题。记者注意到，此次在宝山区试运
营的项目，占地包括原料、产品存储区在内仅
26 亩， 运营方只得将复杂的处置工艺 “叠”起
来，高度集中在全封闭厂房中。“在北京、上海
这样的大城市，类似项目要落地相当难。”樊建
斌说，这需要地方政府部门支持。宝山这一项
目是上海目前首个永久性装修垃圾资源化处
置项目，早在 2017 年就开始酝酿，规划、建设、
绿化市容等部门和宝山区给予大力支持。
此外，还有可持续发展问题。业内人士指
出，目前完全依靠市场化方式来实现装修垃圾
的收运和资源化利用，难度较大。在缺乏再生
产品标准、再生资源优先利用引导政策等因素
的限制下，不少装修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生产
出来的原料、产品打不开销路。樊建斌坦言，他
们考察了全国许多城市，明显感到建筑装修垃
圾资源化利用产品应用标准的匮乏，大多数情
况下，有关建筑装修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的相
关使用要求也很少见，不够具体，缺乏可操作
性。 上海某建筑垃圾处置项目的负责人坦言，
如果参考国外经验，明确工程中资源化利用产
品的使用比例，并纳入监理范围，各地项目就
可能迎来“春天”。
记者了解到，宝山装修垃圾资源化处置项
目将主要依靠处置费维持正常运营，运营方也
通过长年积累的渠道找到稳定的骨料销路，多
了一条支撑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我们盼望有
一天能‘自力更生’，实现纯粹的市场化运营，
现在仍处于摸索阶段。”樊建斌表示，在原生料
价格没有明显高于再生料的背景下，再生料的
销路随时可能波动，所以销售骨料只是一种辅
助手段。

因垃圾分类上榜，智能回收箱做大循环经济圈
新近披露的福布斯中国 30 岁以下精英
榜上，郇恒伟是个新名字。今年 25 岁的郇恒
伟，仍是上海电机学院大四学生，曾休学创
业，如今有了成果。作为“飞蚂蚁智能环保回
收”创始人，他的上榜理由是垃圾分类。

让垃圾分类好习惯变爱好
记者日前走进上海电机学院临港校园，
在食堂门口发现一台“飞蚂蚁智能环保回收
箱”。郇恒伟说：“这是梦开始的地方，是我们
的初代产品。”
这个小区快递箱模样的触摸屏垃圾箱，
设有纺织物、纸类、塑料瓶、电池等投放口，
不论是服装、鞋子、包包，还是书籍、纸箱、纸
袋等，都能找到“入口”。从扫码开箱、投递物
件到回收完成，操作流程也与取件收货一样
简单。不同的是，当废旧物品入箱，手机相关
小程序的账户就会自动出价、实时“生钱”，
比如纺织类每公斤 2 角， 纸类每公斤 6 角，
塑料瓶每个 3 分钱等。“这样可以让可回收
垃圾实现 80%回收率，也让全民参与垃圾分
类有所收获，在终端消费者和下游回收商之
间，做大循环经济圈。”
郇恒伟当天刚在杭州参加了福布斯中
国颁奖仪式，赶回学校在就业招聘展会上发

言。现阶段，他已完成应修学分和毕业设计，
在临港大学城与公司所在的浦东金桥间穿
梭。“不断提高再生资源再利用率，让垃圾分
类的好习惯变成所有人的兴趣爱好。” 这是
他为自己设立的创业目标。

形成废品回收完整生态链
身为 90 后， 郇恒伟却是个 “老创业”。
“我在一家公司做过区域经理， 见证了一家
企业的成长和消亡，创业梦想应运而生。”这
个电机学院在校生 2015 年就踏上创业路，
做过共享经济领域的共享单车、 共享巴士、
户外项目等。2018 年起， 才成为上海小懒猫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CEO， 深挖回收产业，打
通回收闭环。
仅 2018 年， 全国废纸交易额达千亿规
模，纺织品回收利用率只有 15%。“废品回收
这个行业存在几十年了， 利润比较可观，有
不少‘隐形富豪’。”郇恒伟之前接触过旧衣
回收业，深知旧衣服的回收率特别低，大多
数都被焚烧填埋， 不仅浪费资源还污染环
境。他透露，按吨计算，这类垃圾的回收阶
梯， 从最初用户回收价到最终厂商回收价，
可以从 2500 元升至 4000 元，“我们期望这
中间的差价， 可以通过无人在线回收方式，
让上下游共同分享。”
根据这一商业模式，有偿垃圾分类回收

项目将线下智能分类回收、线上
互联网运营、后台大数据管理融
为一体，在校园、小区、写字楼、
闹市区等场景设立回收箱，并与
回收企业开展后端合作，形成完
整的废品回收生态链。

在城市标志性地段布点
“最大挑战其实来自智能回
收箱前期的研发成本。” 好在郇
恒伟背靠高校，找到学院老师的
实验室，边找钱、边设计、边攒
机。“创业刚开始没太多钱，就带
着一个想法去融资。” 跑了一个
月，终于找到本地一家风投愿意
投钱支持开发。
在研发过程中，郇恒伟和小
智能回收箱物品细分类别提示。
徐瑞哲 摄
伙伴又面临股东撤资、技术延期
等一系列问题。“账户里钱没多
少了，技术也没出来；如果钱花完了，技术还出
资我们，布局智能回收箱行业。”
不来，一切就白费了。那时真的感到绝望。”乐
今年，郇恒伟团队完成多轮融资，拿下不
观爱笑的郇恒伟也有过“山穷水尽”的苦恼。这
少订单，不仅落地上大、上音等十多所高校，也
时，郇恒伟遇到第一位投资人——
—上海善衣网
落地南京、广州、宁波、乌镇、无锡等地，与环卫
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飞蚂蚁创始人马云。
部门合作铺开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还计划加
“和小马云的第一次见面，我比较激动，聊得很
快部署长三角所有名校，形成矩阵网络，降低
投机，正好马总也想在这个方向布局。”郇恒伟
物流成本。同时与大企业合作，在 46 个城市最
感觉柳暗花明，“后面又接触了两次，他决定投
有标志性的地段布点。

“双11”仍买买买，众多平台参战、网络直播带货、细分市场崛起

新消费时代有新的营销方式
■本报记者 任翀

直播卖货粉丝经济变现

细分市场见证消费升级

“双 11”暂告段落，但“买买买”产
生的大量数据颇有看头。 记者梳理来
自不同平台的数据发现， 虽统计角度
各有侧重， 但背后体现的消费新趋势
是一致的。

今年“双 11”，直播卖货刷屏。根据
淘宝直播数据，“双 11”期间直播带货成
交额近 200 亿元，超过 50%品牌商家通
过直播获得新增长。
根据返利网数据，“双 11” 期间，平
台上主播搜索量呈指数级增长，前五名
依次是李佳琦、薇娅、陈洁 kiki、水冰月
SailorMoon、 烈儿宝贝。 李佳琦占据榜
首，成为 2019 年度人气最旺网红；薇娅
虽排名第二，但其推荐商品的销量对比
去年同期呈现爆发式增长。
百度数据也显示，以李佳琦为代表
的直播卖货引发广泛关注， 仅其一人的
话题热度就超过天猫“双 11”晚会和苏
宁易购“双 11”晚会这两场主题活动，甚
至比“马云”“双 11 攻略”等话题更热门。
在产品方面，不同主播带热的产品
各有特色。如，李佳琦不负“口红一哥”
称号，带有其推荐字样的口红，销量比
去年同期增长 20 倍； 而薇娅的粉丝确
实对生活用品情有独钟。据联合利华统
计，通过薇娅直播带货，旗下力士洗发
水仅用 3 分钟就卖出 10 万瓶。
相关人士认为，这些数据证明在新
消费时代需要新的营销方式。直播卖货
的背后是“粉丝经济”变现的过程。

今年“双 11”热销产品中，有不少都
引发话题。比如有平台的实时销售截图
显示，宠物食品销售额增幅超过婴幼儿
食品销售额。有网友戏称“狗儿子”花销
比“人儿子”多。
虽是个玩笑，但从数据看，宠物食
品和用品等销量迅速增长背后，是消费
升级推动的细分市场发展。返利网数据
显示，“双 11”期间，宠物用品类销售额
比去年同期增长 37%；而且人们养宠的
—不仅满足于让宠物
理念逐渐升级——
吃饱穿暖，各种保健用品、智能用具也
被加入购物车。
在其他细分市场，保暖内衣的需求
变化也能看出消费升级。多个平台数据
都显示，上海等长江中下游城市消费者
对保暖内衣的需求，明显大于有供暖服
务的北方地区和温度适宜的南方地区。
唯品会数据显示，消费者对保暖内衣的
科技含量越发关注。 就科技含量看，在
保暖内衣的热销榜里， 带高弹面料、恒
温、 蓄热等关键词的产品位居前列。业
内人士认为，数据折射消费习惯，细分
市场崛起真实记录了近年来人们在衣
食住行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也体现了新
的发展空间。

用户注意力被渠道分散

1.48 万亿！央行首次发布双十一“剁手”数据。

视觉中国

“双 11”的带货能力有多强？天猫、
京东、苏宁、拼多多等平台已用成交额
证明这一点。从用户通过百度搜索“双
11”的数据和相关资讯阅读热度也能看
出，人造节日在拉动消费上功不可没。
从百度数据看，今年以“双 11”为关
键词的“用户搜索+资讯阅读热度”增幅
达 18%，与去年基本持平，连续 6 年两
位数增长。“双 11” 搜索和阅读热度提
升，还让“光棍节”这一最初的人造节日
逐渐淡出人们视线。
搜索数据还显示，“双 11”早已从独
角戏到群雄逐鹿，用户注意力被更多渠
道和品牌分散。具体来看，“双 11”诞生
于 2009 年，当时与“双 11”紧密相关的
搜索关键词只有“淘宝”；但今年，共有
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苏宁易购、小
米商城、唯品会、当当网、小红书、网易
严选等 10 多个电商平台参战。

11 月 9 日下午，“再次”签
下动迁协议的李龙明，终于搬
离住了 40 多年的老房子。李
龙明今年 79 岁， 是金山区山
阳镇新江村四组村民，至今还
保留着 1996 年签下的动迁协
议书。“虽然苦等 20 多年，还
是打心底高兴。”
和李龙明一样高兴的，是
整条埭上的 18 户村民。 他们
为何签了两次动迁协议？原
来，20 多年前， 金山嘴工业园
区开发建设需征地，新江村四
组 18 户 农 户 都 签 下 动 迁 协
议。 但一家工厂建了一半，因
种种原因没有继续，村民们的
动迁事宜一拖再拖。

埭上只剩老人和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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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动迁搁置，村民虽住在
原来的房子里， 可周边环境变
得越来越糟。 许多村民离工厂
仅隔一条不到 3 米宽的水泥
路。李龙明回忆，起初，家对面
的工厂是清洗化工原料桶的，
常能闻到各种奇怪的味道。后
来， 这家工厂因环境整治被关
停，老板将厂房出租，入驻的企
业不但有异味， 还会产生巨大
噪音和粉尘，居民苦不堪言。
除了环境差，许多村民的
房屋老化破损非常严重。因为
房间开裂，朱雪英前两年就住
到外面购买的商品房。像朱雪
英一样，年轻点的、有条件的
村民陆续自行搬出老房子。一
条埭上，剩下的大多是老年人
及外来租客。
一年前，作为社区文艺骨
干的朱雪英，偶然的机会参加
山阳镇党委书记孙引良作的
形势任务报告会，会后她鼓起
勇气把新江村四组的事情讲
了出来。 孙引良听完情况，建
议朱雪英以书面形式反映。之
后，孙引良等多次到新江村四
组宅基调研，听取村民意见、建议。“过去由于种种
原因，问题一时难解决，现在我们不仅要敢于‘理旧
账’，更要拿出真金白银‘还旧账’，把历史遗留难题
管到底、逐步解决好。”孙引良说。

解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上海学子休学创业，入选福布斯中国30岁以下精英榜

■本报记者 徐瑞哲

■本报记者 黄勇娣
通讯员 公维同 王萍

山阳镇党委政府下决心啃这块 “硬骨头”。由
镇分管领导任组长，新江村、镇信访办、动迁安置
办、财政所等部门组成工作专班，坚持问题导向，
多次实地调查， 几番研究论证， 依据法律法规和
市、区动迁安置补偿相关政策，拿出破解难题的实
招，制定山阳镇新江村 4 组 18 户村民补偿安置实
施方案，邀专业房屋估价公司评估，很快启动签约
工作。
明年，他们就可住进金山新城公园旁海皓馨苑
二期动迁安置小区，紧邻金山万达广场、金山教育
园区、绿地公园，居住环境大大改善。今年 73 岁的
吴君秋一家可以购买 210 平方米动迁安置房。“儿
子说了，家里旧东西都不要了，给我全部买新的，我
们对搬进新房后的生活充满期待。”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山
阳镇从“大接访”“大约访”行动中的历年宿案入手，
再次查问题、理旧账，对当时限于条件暂缓的项目
—区人大常委
“再过堂”。他们还请来区联系领导——
会主任杜治中进行信访接待，倾听百姓诉求，努力
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上海母港邮轮航线首试在线值船

1200名乘客尝鲜“智慧邮轮”
本报讯 （记者 李宝花）在家动动手指，提前通
过支付宝“在线值船”功能采集护照信息，到邮轮码
头后只需在自助值船机上扫一下护照，两三秒就能
拿到机器吐出的船票、通关条形码和行李托运“三
码合一”凭证，顺利登船。昨天，从上海吴淞口国际
邮轮码头出发去日本的歌诗达“威尼斯号”邮轮上，
1200 名乘客尝鲜这一数字化值船手段。 本周日起，
这一体验将全面推广。
“真是又快又方便！”昨天上午的吴淞口国际邮
轮码头出发大厅内， 几十台自助值船机一字排开，
一部分尝鲜游客将护照在机器上扫描后，很快就拿
到登船需要的条形码，省去了原本要在登船环节进
行的信息核对、照片采集等。尝鲜乘客对这一新体
验好评连连。有乘客比较后发现，以往排队通关在
传统人工窗口核验，客流高峰期登船可能需要一个
半至两个小时，现在通过“在线值船”小程序，可凭
护照在手机上自助登船， 整个登船时间减少到 30
至 40 分钟，切实解决以往登船通关流程复杂、耗时
长的痛点。
江苏中旅领队彭宁说，传统值船模式，领队要
为游客发放纸质船票、行李托运码、核对信息等，通
常一个团忙下来前前后后也要一两个小时。自助值
船后，领队在这方面的工作精简不少，也能为绝大
多数游客节约登船时间。
相比以前初次上船不熟悉情况，需四处转悠摸
索，“在线值船”小程序提供项目行程预览，让船上
的吃喝玩乐一目了然；预约船上客房服务，送餐、打
扫、送吹风机等各种需求都可动动指尖解决。
数据显示，2000 年以来， 中国邮轮旅客运输量
年均增长 40%以上。目前，中国正在使用的国际邮
轮港口有 15 个，2018 年接待邮轮 976 艘，接待出入
境邮轮旅客 488.7 万人次，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
邮轮客源市场。在第二届进博会国际邮轮服务贸易
高峰论坛上，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副巡视员朱光耀指出， 未来 10 年中国有望成为全
球最大的邮轮旅游市场之一，越来越多的国际邮轮
公司会将最新、最好的邮轮布局到中国市场。
上海正在打造智慧邮轮港。据悉，从本周日起，
包括在线值船在内的“智慧邮轮”解决方案将从上
海开始，全面覆盖歌诗达旗下 4 条中国母港出发邮
轮。根据在沪试点情况，还有望逐步登陆国内其他
城市母港以及其他邮轮航线，令更多乘客的海上出
境游体验更“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