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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已经喊了多年，但实践者相

对较少，实践成功的例子更少。全国城镇

的大街小巷遍布摆放了垃圾分类桶，但几

乎形同虚设。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解决

垃圾分类问题有哪些关键点和难点？其突

破口在哪里？这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垃圾分类对于填埋、焚烧和节约的

重要作用

1. 垃圾分类有助于解决垃圾填埋的诸

多弊端。近几年，由于“垃圾围村”现象的

突显，不少县启动了“村收集、镇转运、县处

理”的垃圾收运体系建设模式，其中，“镇转

运”主要是通过垃圾中转站压缩后转运到

县，“县处理”主要是使用填埋场填埋垃

圾。这比之前农村垃圾无人问津的状况显

然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使用填埋法处理

垃圾的弊端接踵而来。

（1）垃圾量猛增导致填埋场难以为

继。一般地，县内的农村人口和县城人口

之比为3:1，农村人口多、产生的垃圾也相应

地多，农村垃圾加上县城垃圾，日产量是原

来县城垃圾的好几倍，已经远远超过了县

城原来垃圾填埋场的设计年限。众多填埋

场几乎都变成了高耸的垃圾山。

（2）垃圾填埋场吞噬土地资源严重。

据专家测算，每 4万人 1年所产生的垃圾，

需要占地至少 1亩进行填埋。一个 100万

人的县，每年填埋垃圾就要永久性占地至少

25亩，浪费土地数量惊人，这还不包括填埋

场渗沥液处理等附属硬件设施的占地面积。

（3）垃圾填埋场周围的环境受到污

染。不仅是周边臭气熏天，而且会对地下

水构成不同程度的污染（尽管填埋场做了

防渗漏处理），甚至会引发周边激烈的社会

矛盾。

垃圾不分类统统填埋而导致的系列问

题有目共睹，解决此类问题的最生态、最环

保、最低碳、最经济、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垃

圾从源头分类，分类之后的可沤肥垃圾（占

垃圾总重量的 60%左右）不进入填埋场，将

会大大延长填埋场的使用年限，节约土地

资源，填埋场不再臭气蔓延，将从根本上解

决垃圾填埋的诸多弊端。

2. 垃圾分类非常有助于垃圾焚烧发

电。近年来一些县逐步建设垃圾焚烧发电

厂，比垃圾填埋又先进了一大步。有人认

为，有了垃圾焚烧发电厂，就不必要搞垃圾

分类，这实在是错误的观点。

焚烧的前提是垃圾要达到一定的热值

量。垃圾中的可沤肥垃圾占垃圾总重量的

60%左右，且绝大部分是湿垃圾，湿垃圾显

著降低了垃圾的热值量，对焚烧起明显的

阻碍作用。达不到热值量就要增加煤炭之

类的助燃物，这无疑增加了运行成本。而

且，达不到热值量，温度不够高，产生的二

农村垃圾分类及处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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噁英等有害气体就难以消除，这无疑又加

重了空气污染。

如果实行垃圾分类，可沤肥垃圾、可回

收物等不进入垃圾焚烧发电厂，只是剩下

的其他生活垃圾（玻璃不包括在内，因玻璃

融化对焚烧炉危害大）进厂，就会增强热值

量，垃圾焚烧时的温度足够高，就容易消除

二噁英等有害气体，也不必增加煤炭之类

的助燃物，能够有效降低焚烧发电厂的运

行成本。

李爱民等专业人士的研究和实验数据

表明，当可沤肥垃圾的分类率大于39%的时

候，剩余垃圾可以很经济地实现自行燃烧，

进而控制二噁英的产生。一般地，可沤肥

垃圾就地处置，可以减量 60%，远大于

39%。所以，垃圾分类是提高垃圾热值的有

效途径，是控制二噁英产生、提高垃圾资源

化利用率的最好的预处理措施，总之，垃圾

分类非常有助于垃圾焚烧发电。

3. 垃圾分类非常有助于节省人力物

力。根据多个镇村的实际测算，以村庄到

县城平均 25公里的距离计算，包括人力物

力在内，运送一吨垃圾需要花费至少 220
元。一个 6万人的镇年产生垃圾量 7500吨

左右（虽然农村日产垃圾量比城市要少些，

但也达到平均每人每天 0.35公斤），需要花

费近 170万元。如果计算填埋场的占地费

用、渗沥液处理费用等等在内，或者计算垃

圾焚烧发电的国家补贴费用在内，处置一

吨垃圾的成本至少在300元以上（大中城市

的处置成本更高）。这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如果搞垃圾分类，可沤肥垃圾就地处

置、减量 60%，每吨垃圾的处置成本能够节

省 180元。垃圾分类非常有助于节省大量

的人力物力。

二、如何分类——大类粗分为“可沤肥

垃圾”和“其它垃圾”

对垃圾如何分类，是垃圾分类成功的

第一个关键环节。日本的焚烧技术发达，

刚开始以“可燃”、“不可燃”进行大类粗分

（后来逐步分得详细）。根据我国农村的现

实，刚开始需要大类粗分为“可沤肥垃圾”

和“其它垃圾”最为适宜，将来发展到一定

阶段，再进行细分。

1.“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的分

类方法不明确、不科学，扰乱着人们的思

想，需要坚决摈弃。我国大多数人家庭里，

像书本报纸、废铁废铜废铝、酒瓶、饮料瓶

等所谓的“可回收垃圾”，一般被收集在一

起，待废品收购者吆喝上门收购时进行出

售。所以，人们不认为那是垃圾，只认为那

是可卖钱的废品。从这个角度上讲，不存

在“可回收垃圾”的概念，通俗的说法应该

叫“可卖钱的废品”，也可叫“可回收物”，而

不叫垃圾。

现行的学校课本中对于“可回收垃圾”

概念的解释是：可以循环利用的垃圾。照

此解释，西瓜皮、烂菜叶等垃圾经过堆肥变

成有机肥后，恰恰可以循环利用。众所皆

知，西瓜皮、烂菜叶却被归为“不可回收垃

圾”。所以，从词源上分析，“可回收垃圾、

不可回收垃圾”没有明确的界限，是模糊不

清的词汇。

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什么是“可回收垃

圾”、什么是“不可回收垃圾”，大多数人不

清楚，更不知道这种分类方法的依据。思

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上含混不清导致人

们把垃圾不加区分地一投了之，这是“可回

收垃圾”桶和“不可回收垃圾”桶形同虚设

的原因之一。全国大街小巷几乎都安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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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有此文字的并列式分类垃圾桶，价格普

遍在 350元以上，但没有发挥分类作用，这

是难以计算的巨大浪费。

因此，“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这

一对舶来词，其概念不科学，混淆了人们对

垃圾分类的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

我国长期倡导垃圾分类但一直裹足不前的

重要原因之一，严重影响并阻碍了我国垃

圾分类的进程，应该引起领导决策者和科

技工作者的高度重视。需要坚决摈弃“可

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这种含混的、不

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分类方法。

2. 把垃圾大类粗分为“可沤肥垃圾”和

“其它垃圾”。为什么要搞垃圾分类，简单

说，就是因为垃圾太多了，垃圾问题让环境

不堪重负，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

所以垃圾分类的最主要目标就是减量化。

可沤肥垃圾占垃圾总重量的60%左右，把可

沤肥垃圾转化成农田使用的有机肥，垃圾

减量60%的目标就可实现，同时又实现了可

沤肥垃圾的资源化和无害化。

因此，搞垃圾分类，一定要先把垃圾中

含量最多的东西——“可沤肥垃圾”给分出

来。“可沤肥垃圾”一词，浅显易懂，就是指

可以沤渍成肥料的垃圾，例如菜叶果皮、剩

饭剩菜、杂草落叶、尘埃灰土等。为了词意

上的清楚明白，就把可沤肥垃圾以外的生

活垃圾，统称为“其它垃圾”。

矛盾论还告诉我们，在抓主要矛盾的

同时，又不忽略次要矛盾的解决。像“可回

收物”、“有毒有害垃圾”，在目前的社会发

展阶段，没有必要与“可沤肥垃圾”、“其它

垃圾”并列。对于可回收物，大多被家庭或

者拾荒者收集出售——所以“可回收物”就

没有必要列入垃圾的序列。对于有毒有害

垃圾，例如废电池、农药瓶、农药袋、废灯泡

灯管、废温度计等等，数量很少，一个月一

户未必能积攒一小桶，可以采取“政府购买

服务”的思路，由专门的服务公司一个月上

门收购一次——所以“有毒有害垃圾”也没

有必要列入日常生活垃圾的序列。

“可沤肥垃圾、其它垃圾”的大类粗分

方法是便于操作的。分类越细、越难记住，

越难操作。只分成两类，分别用绿、红两种

颜色明显的小桶盛放，绿色桶标上“可沤肥

垃圾”字样，红色桶标上“其它垃圾”字样。

这对于少年儿童和不识字的老年人也容易

辨别清楚。桶之所以选用绿色、红色，一方

面借用“绿灯行、红灯停”之义，表示“可沤、

不可沤”；另一方面，绿色是大自然界中常

见的颜色，是万物复苏的颜色，可沤肥垃圾

将来要进入泥土，滋润万物的生长，用绿色

表示其义。

用这种“宜粗不宜细”、容易理解的简

单方法分类，老百姓一听就懂，一看就会，

稍动脑筋，完成分类。像那种“可回收垃

圾、不可回收垃圾”，“可再生垃圾、不可再

生垃圾”，“可降解垃圾、不可降解垃圾”的

分类方法和分类名称，农户不易于理解，不

便于在农村使用；像那种垃圾分类过细的

欧洲模式和日本模式，现阶段在我国农村

更不切合实际，更不适用。

3. 主要把可沤肥垃圾分出来，符合我

国农业大国的国情。我国是农业大国，施

用有机肥料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受到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高度

赞赏，认为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在农业科学

上的重大贡献。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有

机肥的用量大减和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农

田土壤板结，农产品质量下降，农产品口感

变差，直接影响着国人的健康和身体素

质。增施有机肥、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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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提高农产品质量的根本举措，是保证

耕地地力经久不衰，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根本途径。可沤肥垃圾，弃之为废，用之

为宝，利用可沤肥垃圾、变成有机肥，生产

当今人们最为青睐的有机食品，可谓是“化

腐朽为神奇”，从这个角度上看，可沤肥垃

圾应该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资源。对于我国

的农业生产而言，非常需要可沤肥垃圾，所

以，把垃圾中的最主要成分——可沤肥垃

圾分出来，符合我国是农业大国的国情。

可沤肥垃圾大多来源于农业，变成有

机肥后又施用于农业，是极为科学的循环

过程（其它生活垃圾大多来源于工业，进入

焚烧发电厂，即回归到了工业）。这就遵循

了垃圾分类的循环经济理论；垃圾从哪里

来，还回归到哪里去。因此，把垃圾大类粗

分为“可沤肥垃圾”和“其它垃圾”，是科学

的、简便易行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分类方法。

三、垃圾分类的机制保障——低成本

的监督和追溯机制

如何进行低成本的监督和追溯，是垃

圾分类成功的第二关键环节。农村具有低

成本的监督和追溯的客观条件，而城市不

具备。

提到垃圾分类，大多数人认为，在城市

都很难做到，在农村就更难做到。这实在

是大多数人认识上的误区。恰恰相反，垃

圾从源头进行分类，在农村很可行且不难

实施。从农村垃圾分类的具体操作办法

中，来分析垃圾分类的重要保障——低成

本的监督和追溯机制。

1. 农村垃圾分类的具体操作办法。江

苏省沛县沛城镇张楼行政村的前宋庄自然

村自2013年实施垃圾分类和可沤肥垃圾的

沼气资源化处置，运转得相当成功、相当典

型，其具体操作办法为：

（1）加强宣传，制订制度。在村集体协

商民主的基础上，规定出垃圾分类的若干

条办法，上墙公布，加强宣传，形成人人皆

知的制度。

（2）每户两桶，源头分类。农户每家配

备两个垃圾分类桶：绿色桶盛放可堆肥垃

圾，红色桶盛放其它垃圾，实施农户对垃圾

源头分类。

（3）上门收集，当场监督。由村集体规

定出每天收集垃圾的时间段，在该时间段

内，农户把各自的两个小垃圾桶摆放院子

门口，由保洁员上门分类收集。各户分类

的情况，保洁员一看便知。如果哪一家不

分类，或者不按规定分类，或者分类不彻

底，保洁员当场监督，可以对该户直接劝

说、甚至批评教育，因为保洁员和农户都是

乡里乡亲的熟人，甚至是同宗同姓的老少

爷们。

（4）同时运送，分类投放。保洁员使用

电动的分类收集车，将“可沤肥垃圾”倒入

电动车上的大桶内，运送、填入村头的中型

沼气池；将“其它垃圾”倒入电动车箱内，再

装入村头的大垃圾箱体（垃圾转运箱），后

进入“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常规垃圾

收运体系。保洁员完成分类收集的任务。

（5）实施奖励，激发热情。村组干部对

分类情况实行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结

合保洁员的日常户分类情况统计，隔一段

时间对分类的农户实施洗衣粉、洗洁精、肥

皂之类的小奖励，激发了农户举手之劳的

分类热情，提高了其分类的积极性。

2. 农村分类人人参与，责任明确；当场

监督，追溯容易。垃圾分类从源头上进行

分类，是最经济的分类，需要人人参与，并

产生责任意识；需要当场监督，追溯起来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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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这在农村都不难做到。

（1）垃圾产生者的责任明确。垃圾产

生者是农户，其责任是，从源头户分类，把

分好类的小垃圾桶放院子门外。

（2）垃圾收集者的责任明确。垃圾收

集者是保洁员，其责任是：上门分类收集，

从源头上监督分类。农村一户一院一门的

院落式居住环境和农村的熟人社会环境，

具备了当场监督、当场追溯的自然条件，容

易形成低成本的监督和追溯机制。

（3）监督者的责任明确。村组干部发

放洗衣粉之类的小奖品虽然不重要，但在

熟人社会的农村，农户看重的是面子（不分

类的户得不到小奖品感觉没面子），所以，

小小的日用奖品会激发广大农户分类的积

极性；而且，谁分类了、谁没分类、怎样分类

等等，就会成为大家见面打招呼时常聊的

话题。所以，从一定角度上说，村干部是监

督者，保洁员是监督者，农户也是监督者，

监督者的责任明确。

3. 城市垃圾分类不如农村容易。分类

的第二关键环节在于监督和追溯，意思是

对于不分类的户或者不按规定分类的户要

实施监督和追溯。农村属于熟人社会，居

住多为院落式，这两个客观条件使得垃圾

分类很容易做到当场监督和追溯。但是，

城市就大为不同。从居住环境角度分析，

城市居住为一梯多户的单元式楼房，狭小

的楼道条件使得每户门旁不可能都摆放两

个小分类垃圾桶，也使得保洁员难以上门

收集。现实情况是，每个单元楼梯口附近

一般都摆放有两个大的分类垃圾桶。分类

垃圾桶是公共的、多户共用的，正是因为其

公共性，保洁员才难以找到不分类的户。

找不到不分类的户，分类的责任就不能明

确到户。分类的责任主体不明，就谈不上

监督和追溯。从社会环境角度分析，城市

的小区大体上属于陌生人社会，互不认识，

面子观念淡薄，远远不如熟人社会的农

村。对于不分类或者不认真分类的户，户

与户之间更谈不上互相监督。在我国，农

村自古就有自治的传统，宗族的动员作用

很大，村规民约比法律有更大的约束作

用。所以，在农村搞垃圾分类，有村规民约

的重要约束作用，垃圾分类的监督成本和

追溯成本远远低于城市。

国外城市的垃圾分类操作办法是，垃

圾分类袋上标有小区名和房间号。如果谁

家不分类，袋装垃圾次日则被退回，但来回

运送、退回的人力物力等成本较高。此办

法使得保洁员不能当场找到不分类的责任

主体，即不能当场监督分类，而是事后监

督，但事后监督增加了成本，甚至增加保洁

员与居民之间的摩擦。在目前阶段，我国

多数城市的垃圾收运体系还难以具备国外

那种监督和追溯的高成本条件。

综上分析，目前的阶段，在城市实行垃

圾分类，远远不如在农村容易，主要是因为

城市缺乏低成本的监督和追溯机制。

4. 实践证明，在农村搞分类容易成

功。纵观国内垃圾分类成功的例子，多是

在农村实施的。北京市门头沟区王平镇，

浙江省桐庐县的横村镇，浙江省金华市婺

城区的竹马乡、金东区的澧浦镇、开发区的

洋埠镇，江苏省沛县沛城镇张楼行政村的

前宋庄自然村，其成功的实践都证明，在农

村实施垃圾分类切实可行。但是到目前为

止，我国城市垃圾分类成功坚持下来的典

型鲜见诸于报端。

因此建议，先在比较容易实施的农村

搞垃圾分类，然后由易及难，再在城市搞垃

圾分类，总体上，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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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之路。

四、如何就地处置——用中型沼气池

就地对可沤肥垃圾资源化利用、生态化处置

如何对可沤肥垃圾就地处置、减量

60%，是垃圾分类成功的第三个关键环节。

分类后的其它生活垃圾，经过保洁员

简单的二次分拣后，一部分卖废品，大部分

进入“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垃圾收运

体系。县处理，即采用传统的填埋方法，或

者采取近些年较先进的垃圾焚烧发电方

法。填埋方法和焚烧发电方法在国内都很

普遍而且技术都很成熟，属于自然科学研

究的范畴，本研究属于软科学范畴，因而不

列入本研究的范围之内。本研究在重点研

究垃圾分类的基础上，把可沤肥垃圾的就

地沼气资源化处置作为本研究的又一重点。

1. 传统的积肥坑已经不适合于集中居

住的农村。对于居住分散的山区和丘陵地

带，或者家前园后有树林、菜地的分散居住

环境，可以鼓励农户把可沤肥垃圾埋在树

下或菜地里。

但是，对于户与户之间居住比较集中

的村庄，家前屋后是道路，没有菜地、果园、

树林等。在农民居住条件改善、生活水平

提高的背景下，往年每户院子内常设的积

肥坑早已不见了踪影。于是可沤肥垃圾就

无处可放，导致被袋装化之后扔进了坑塘

河边。在居住集中的村庄，对垃圾就需要

统一收集、统一处置。在农村的实地调研

和座谈中，一些同志按照传统的思维办法

提出，在村外建设较大的积肥坑（或堆肥

池）。但是，村干部和群众都意识到积肥坑

的弊端显而易见：产生臭气、滋生蚊蝇是一

个方面，重要的问题是，全行政村的可沤肥

垃圾集中于积肥坑内沤渍，产生的污水难

以处理，尤其是下雨时污水横流。这种方

法达不到生态环保的目的。传统的积肥坑

已经不适合于当前农村的发展。

2. 沼气法处置可沤肥垃圾的实践。占

重量比 40%的其它垃圾送去填埋或者焚烧

发电之后，剩下来的占重量比60%的可沤肥

垃圾，应该如何生态化、无害化、资源化处

置是个大问题。

如果采用沼气发酵法处理可沤肥垃

圾，既没有有害气体排放，也没有污水外

流。而且，用中型沼气池消解可沤肥垃圾，

可以做到生态化处置，达到零污染、零排

放，真正做到垃圾减量化和无害化；产生的

沼气、沼渣和沼液都是资源，所以还可以产

业化经营，真正做到垃圾资源化。

江苏省沛县沛城镇张楼行政村试点的

办法是，依托该村村头的“徐州沛龙沼气资

源开发有限公司”，运用中型沼气池（单池

容量100-300立方米的为中型）作为处置可

沤肥垃圾的硬件设施，把可沤肥垃圾用粉

碎机粉碎进行预处理，然后进入沼气池发

酵，产生沼气、沼渣和沼液。沼气供农户生

活用气或者发电供路灯照明。沼渣施往农

田或经干燥处理后生产颗粒有机肥。沼液

可以用来生产作物叶面肥和生物杀虫剂，

或者用来提取氨基酸；多余沼液回流至沼

气池，作为沼气池的正常补水，循环利用。

真正达到零污染、零排放。

3. 以行政村为单位建设中型沼气池处

置可沤肥垃圾的可行性分析。（1）运送半径

可行。以行政村为单位建设 2座中型沼气

池，适合于保洁员2-5里路的运送半径。（2）
粪污与可沤肥垃圾混合，非常有助于发

酵。农户化粪池的粪污是厌氧发酵很好的

原料。在垃圾填埋场和污水处理厂都不让

抽粪车进场的情况下，在大部分农户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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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粪车的粪污进田地（在旱厕改水厕的农

村，抽粪车车主给农户抽粪一次，农户需付

费 50元）、而又没有嗮粪场的现实情况下，

抽粪车车主只有乱倒粪污于河沟桥下，导

致面源污染，目前这种情况在平原地区较

为普遍。而中型沼气池恰恰可以解决这个

污染难题。而且，粪污与可堆肥垃圾的混

合，非常有助于提高可沤肥垃圾在沼气池

内的厌氧发酵速度，产生大量沼气和沼

渣。因此，中型沼气池还可解决粪污乱倒

的污染难题。（3）中型沼气池适合于分类后

可沤肥垃圾的集中处置。对于沼气池的建

设，根据江苏省近些年的实践，基本上不再

提倡建设户用的小型沼气池（池容量 8-10
立方米），主要是因为原料缺乏导致以往建

设的小型沼气池弃而不用。而是提倡建设

100-300立方米的中型沼气池。针对垃圾

分类处置需要的沼气池，根据专家的计算，

1000-2000人口的行政村适宜建设两座100
立方米的沼气池，2000-4000人口的行政村

适宜建设两座 200立方米的沼气池，4000-
6000人口的行政村适宜建设两座 300立方

米的沼气池。（4）双池发酵循环速度可行。

处置可沤肥垃圾和粪污需要双池发酵。因

为进料每天都在进行，而出料是间断性的

（若干天抽沼渣一次）。沼气池进料和出料

的循环速度若要可行，则需要2个池子循环

使用。例如，一座池子装满料后再装第二

座池子；当第二座池子进料 1/2后，抽出第

一座池子沼渣的1/2；当第二座池子装满后，

已经把第一座池子的沼渣清空。如此，天

天进料与间断性出料保持平衡，进而达到

循环发酵的正常速度。（5）冬春季节中温发

酵的技术可行（采取保温和增温措施）。垃

圾的日产量波动不大，基本是个定量；但是

沼气发酵池的日处理量随气温的变化较

大，尤其是冬春季气温低的时候，发酵速度

很慢。沼气池发酵的重要技术环节，是要

求采用中温（25℃至40℃）发酵，才能保证发

酵池的正常运转，保证原料达到彻底发酵

成熟。这样，日产垃圾量的均衡性与发酵

池冬春季日消化垃圾量的大大减少形成一

对矛盾。只有让发酵池冬春也能够正常发

酵、均衡消化垃圾，才能够解决如上矛盾。

具体办法为，对发酵池采用保温设施（大

棚）和增温设施（使用少量沼气经锅炉燃

烧，热气供给沼气池增温），冬春中温发酵

就能够正常进行。

4. 用中型沼气池集中消解可沤肥垃圾

最经济、最环保。以行政村为单位建设2座

中型沼气池以便循环使用，通过厌氧发酵，

能够将收集的可沤肥垃圾不出村就地实现

垃圾减量60%，而且就地变为资源——沼气

和有机肥，从而大大减少填埋场的垃圾进

场量，节省大笔运输费用和填埋场的各项

费用。中型沼气池的使用寿命为 35年以

上，除了产生一点管理成本之外（可以由沼

气公司对各村的沼气池进行物业化管理），

沼气池的运行成本很低，非常经济。

使用沼气池处置可沤肥垃圾，能够有

效避免堆肥池滋生蚊蝇、难以处理污水的

弊端；而且，产生的沼气为清洁能源；产生

的沼渣、沼液是发展有机农业的特好肥源。

沼气池使得可沤肥垃圾达到了零污染、零

排放，使得垃圾就地减量了 60%以上。因

此，使用中型沼气池处置可沤肥垃圾是目

前农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最经济

最环保的途径。以行政村为单位建设中型

沼气池，符合农村实际，非常值得大力推广。

五、宏观上的若干对策建议

如何从宏观政策上扶持，是成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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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及处置的重要保障。

1. 建议分类和处置要并重。提“垃圾

分类”，只是字面上、提法上的方便，确切地

讲，应该是把“垃圾分类”及“分类后的处

置”相提并论。纵观近几年国内垃圾分类

试点的地区，常常是老百姓分类了，最后又

混装在一起运走了，所以大多数试点出现

虎头蛇尾的情况，其最根本原因就是没有

相应的处置办法和处置设施——可谓是

“分类不难、处置难”。垃圾分类及处置是

一个系统，是一个链条，哪一个环节出了问

题，都将功亏一篑，全国大多数试点失败就

是明证。所以，分类和处置必须要并重，分

类后处置的设备必须要配备，相应的基础

设施和硬件必须要同时建设。

2. 建议要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先粗后

精。要循序渐进，由试点到示范，再到推广

普及。要先易后难，在容易分类、监督成本

低、处置成本低的农村先试点，以总结经

验，进而在城市实施，有可能走“农村包围

城市”、进而实现城乡垃圾分类一体化的道

路。要先粗后精，初期阶段要粗分，对应地

粗处置；条件成熟时，学习国外的垃圾细分

类方法，对应地细处置。

3. 建议成立垃圾分类处置的综合性协

调机构。垃圾分类及处置是一项综合性的

系统工程，涉及初期分类、中间转运、末端

处置的多个环节，涉及各项技术环节，牵涉

环保、住建、农业、城乡管理、财政等各职能

部门，需要多部门联动。建议各级政府成立

垃圾分类及处置的综合性协调机构，开展

垃圾分类的试点工作、技术研究工作、法律

法规制订工作和各项扶持政策的制订工作。

4. 建议采用PPP模式，鼓励企业投资和

运营。2014年 9月，国家财政部发布了《关

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金[2014]76号），为垃圾分

类处置和企业化运营的结合指明了方向。

PPP模式是指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模式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是在基础设施

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

系，其实质是政府购买服务。依据该《通

知》，应该大力鼓励有资质的企业处置可沤

肥垃圾，例如，可以以县为单位，由沼气公

司承建中型沼气池的建设任务，对各行政

村的“可沤肥垃圾沼气资源化项目”进行物

业化管理、产业化经营，形成集建设沼气

池、管护沼气池、“沼气、沼渣、沼液”的资源

化利用等为一体的产业链，使整个垃圾分

类及处置成为一体化的系统工程。

5. 建议设立专项资金、制订管理办

法。垃圾分类在农村可行且不难操作，但

是分类了之后，还需要沼气池等后续处理

的硬件设施作支撑。纵观新闻报道，一些

垃圾分类的试点地区，恰恰是因为后续处

理设施跟不上，分类后的垃圾又混装在一

起，而导致了垃圾分类的夭折。所以，沼气

池等硬件设施的建设，非常必要。但是，沼

气池等硬件设施的建设费用是一笔较大的

资金投入，农村的财力很有限，作为公益性

的事业，而且作为具有创新性的环保生态

的举措，非常需要上级部门资金的支持。

从某种角度上说，环境问题比粮食问题都

重要，因为粮食问题关系到人的温饱，而环

境问题关涉到人的健康和生命。建议国家

发改委和财政部参照 2012年制订的《循环

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

[2012]616号），制订《垃圾分类及处置专项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垃圾分类及处置

专项资金，以鼓励各地开展可持续的垃圾

分类及处置工作。

（作者单位：沛县人民政府督查室 2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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