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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次生活垃圾分类为何收效甚微

【内容摘要】　以 2017 年《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颁布实施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的时代。为何历次生活垃圾分类都收效甚微？检视中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发展历程可以发

现，试点思路、分类标准、参与主体、系统管理、政策工具等，是制约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走向

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建立适合国情的现代化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应明确渐进试点与全面推进相

结合的分类思路，构建兼顾直观性和优先性并实行增量优化的分类标准，形成政府主导与社会

协同相结合的分类格局，建立横向协调与纵向衔接相结合的分类机制，实施正向激励与负向激

励相补充的政策工具。期待此次上海垃圾分类成为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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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强制分类时代下的制度构建

中共十八大以来，生活垃圾分类受到了党和国家越来越高的关注，逐渐被摆到了更加突出的

位置上来。2016 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

求意见稿）》，首次提出实行“垃圾强制分类”的概念 ；2017 年 3 月 18 日，《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

施方案》颁布，正式开启了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时代 ；2018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调研

时指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 ；2019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一系列政

策规定、讲话精神为生活垃圾分类指明了方向。然而，实践中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却收效甚微。

中国从 2000 年开始，先后在北京等八个城市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至今没有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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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取得理想的效果。①其原因究竟出在哪里，无疑是此次上海乃至未来全国城市政府做好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

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围绕生活垃圾分类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

和总结发现，学术界长期以来主要集中于对特定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现状、问题和对策的探讨，古

今中外生活垃圾分类的经验介绍和借鉴，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以及垃圾分类政策的研究等方面。

近年来，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如孟小燕等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影响因素

的研究 ；陈绍军等对城乡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差异的探讨 ；谭爽对垃圾分类政社合作的

影响因素与多元路径的研究等。②但是纵观以往研究，鲜有对“历次生活垃圾分类为何收效甚微”

等问题的探讨。基于此，本文在回顾新中国以来生活垃圾分类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历次

生活垃圾分类难以成功的原因，并为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构建适合国情的生活垃圾分

类制度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

当代中国生活垃圾分类的历史变迁

当代中国生活垃圾分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根据不同价值取向，新中国以来生活垃圾分

类的发展过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阶段 ：

（一）经济取向下的生活垃圾分类（1949—1991 年）

从更广泛的视野来看，中国生活垃圾分类可以追溯到新中国之初。当时，“垃圾分类”概念虽

未提出，但实际上以“卖钱”和“不卖钱”为标准的垃圾分类已经开始实行。1957 年 7 月 12 日，

《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垃圾要分类收集》，第一次提出了“垃圾分类”的概念。这一

时期的生活垃圾分类主要是出于“勤俭建国、节约资源”的目的。例如，1957 年 10 月 12 日的

《北京日报》刊载了这样一则报道 ：“本市城区将全面实行垃圾分类收集办法 ：破布头、烂铜铁、

玻璃和书报全部回收再生 ；煤渣、破碗盆用来制砖铺路 ；菜根菜叶、鸡肠鱼肚、蛋壳鸡毛及落叶

杂草沤成了成本低、肥效高的好肥料。”③改革开放以后，以“卖钱”为价值诉求的生活垃圾分

类仍然保留了下来并且继续获得发展，这从民间废品回收行业的兴盛就可见一斑。但是，这时

的生活垃圾分类更多的是受经济利益驱使自发形成的，除一些价值较高的可回收物之外，更多

的生活垃圾被丢弃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混合丢弃越来越

普遍，特殊年代形成的经济取向下的垃圾分类业已无力解决生活垃圾快速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

问题。

（二）环保取向下的生活垃圾分类（1992 年至今）

20 世纪 90 年代，生活垃圾分类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1992 年 6 月 28 日，国务院发布《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1992〕101 号），第一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对城

市生活废弃物应当逐步做到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之后，以环境保护为取向的现代意义上的

生活垃圾分类开始产生与发展。

1. 生活垃圾分类的回归 ：地方试点（1995—1999 年）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一些城市逐渐认识到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上海、北京、广州等

相继开始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具体来说，1995 年，上海市在曹扬五村第七居委会辖区的一个居民

小区以“有机垃圾和无机垃圾”为标准进行分类试点。1996 年，北京市西城区大乘巷社区在民间

① 鲁先锋：《垃

圾分类管理中的

外压机制与诱导

机制》，《城市问

题》2013年第1期。

② 孟小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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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研究》，《资

源科学》2019 年

第 6 期；陈绍军

等：《意愿与行为

的悖离：城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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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研究》，《中

国人口·资源与

环境》2015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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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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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地球村”的帮助下以“报纸书本、塑料泡沫、碎玻璃和废铜烂铁等”为标准开始分类试点。

1999 年，广州市以“不可回收垃圾、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为标准开始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和收集试点。①这一时期的生活垃圾分类虽然是少数城市在部分区域进行的小范围试点，但却标

志着中国现代生活垃圾分类的萌芽。

2. 生活垃圾分类的发展 ：中央推进（2000—2016 年）

20 世纪末，地方试点的星星之火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原建设部于 2000 年确定了北京、

上海等八大“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正式开启了中央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新阶段。从发

展过程来看，这一时期的试点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

一是基础建构阶段（2000—2009 年）。在中央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的大背景下，各城市根

据自身情况开始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制定垃圾分类政策、投入配

套设备设施，以及探索生活垃圾分类方法等。总体而言，这 10 年处于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的基础

建构阶段。具体表现为 ：第一，以重大项目为切入点推进试点。例如，北京市为备战 2008 年奥

运会，自 2002 年开始每年在约 300 个小区进行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第二，推进“硬件”建设。

例如，试点城市普遍为小区配置垃圾桶（垃圾箱），为居民提供免费垃圾袋，建设生活垃圾处理

设施等。第三，试点“层次”较低。这一阶段几乎所有的试点都是从“居民小区”开始的，并没

有进行街道、建制区等层次的试点。第四，一些城市的试点效果并不理想。例如，广州、深圳

试点初期取得一定进展之后就一直“原地踏步”，桂林、杭州、南京等城市试点则在很大程度

上“名存实亡”。

二是升级试点阶段（2010—2016 年）。2010 年以来，随着生态环境以及生活垃圾问题日益严

重，各大城市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相继推进新一轮（或重启）生活垃圾分类试点。例如，北京市

政府 2010 年开始陆续在全市 2000 多个居民小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达标试点，前期试点“名存实亡”

的杭州、南京也于 2010 年开始创建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广州则于 2010 年全面推广生活垃圾

分类，上海（2011 年）、深圳（2012 年）、厦门（2014 年）、桂林（2015 年）等城市也相继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试点。随着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各地继续通过颁布政策规定、统一分类

标准、设立分类指导员、健全垃圾处理设施设备等措施，推动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政策实施。总体

而言，这一阶段的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实现了新的升级。具体表现为 ：一是试点规模化。例如，试

点城市普遍增加了试点居民小区数量，对试点区域的要求由“推广”变为“达标”等。二是开始

加强“软件”建设。这一阶段各城市开始普遍探索、创新各种分类机制。例如，南京建立政府购

买服务的“尧化模式”，上海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正向激励的“绿色账户模式”等。②

3. 生活垃圾分类的深化 ：强制分类（2017 年以后）

尽管经过两轮试点，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对生活垃圾分类的意义有了更为广泛的共识，但这

项工作的进展仍然较为缓慢。为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2017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生

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提出“部分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标志着中国生活垃

圾分类正式进入到“强制分类”时代。在实践中，上海、北京等城市开始在公共机构和企事业单

位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试点。这一阶段的主要做法有 ：一是加快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及法律制度

建设。如作为中国生活垃圾分类的标杆，上海市先后出台了《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

《关于建立完善本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的实施方案》《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

计划（2018—2020 年）》等政策文件，并且制定并施行了专门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生活垃

① 任胜利等：《垃

圾分类收集利用：

正 是 负重 躬 行

时》，《人民日报》

2008年8月26日；

IUD 中国政务舆

情监测中心：《强

力推进垃圾分类

的“广州范本”》，

《领导决策信息》

2012 年第 3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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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过“分类

可积分、积分可

兑换、兑换可获

益”来促进市民

主动参与生活垃

圾分类，以提高

分类减量为目标

的正向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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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管理条例》。二是加快全过程垃圾分类基础设施设备建设。推进垃圾分类箱房、投放点、中转

站建设和改造，配备智能垃圾分类柜和专用车，扩建末端垃圾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三

是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推行“定时定点”投放、“不分类、不收运”操作等制度，成立垃圾

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强化绿色账户正向激励、监督考核机制等。

历次生活垃圾分类难以成功的主要原因

当代中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效果仍不尽人意，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取得成功。通过检视生活垃圾分类的发展历程发现，

其原因主要有下述五个 ：

（一）政策试点碎片化

“试点”是中国进行政策创新和制度改革的重要方法，也被视为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

因之一。①但是，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的效果却没有预想的那么成功，其原因究竟何在？本文认为，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试点存在碎片化的问题。纵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过程，几乎所有城市的试点都

是在微观区域进行，“试点”真正表现为一个个的“点”。2017 年以前是以居民小区为主体实施生

活垃圾分类试点，2017 年以后则主要是以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等单位为主体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

类试点，最终的结果是 20 年来试点城市仍然在试点。

这为现代化生活垃圾制度构建带来两大问题 ：一是无法实现生活垃圾管理的全域化。试点仅

在某些特定小区或者单位等局部区域进行，无法使整个地区的分类行为统一起来，出现有些地方

分类而有些地方不分类、有些区域强制分类而有些区域不强制分类的现象 ；由此也在很大程度

上造成无法在整个城市进行生活垃圾的分类收运处理，不可避免地会为了清运效率而混装混运。

二是带来居民的“行为扭曲”。试点割裂了“单位人”与“家庭人”的内在联系，带来居民一

定的“行为扭曲”。居民小区指向的分类主体是居民，公共机构和企业指向的分类主体是“单

位人”，这两种分类主体事实上大部分是重合的。只是在单位而不在家庭强制分类，不利于其

角色变换及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和行为的培养与强化。同时，单位强制分类容易忽视个体分类习

惯的养成，最终可能沦为单位雇佣人员的垃圾分类行为，从而掩盖了单位中每个成员的自觉分

类行为。

（二）分类标准粗放化

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是实施分类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分类标准是否精细事关分类工作的实际成

效。现实中，虽然经过多年试点，但生活垃圾分类标准仍然存在模糊抽象、变动频繁等粗放化的

现象。各试点城市经过多年的探索大都形成了一定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准，但是无一例外的都是

“大类粗分”，例如三分法、四分法等。然而，这些“垃圾”都是抽象的，是几种甚至是十几种生

活垃圾的集合。②因此，长期以来存在着的一个显著问题是，这些“大类粗分”的标准缺乏明确

的细化分类，造成生活垃圾产生者不知道哪些属于“不可回收垃圾”“可回收垃圾”，哪些属于“干

垃圾”“湿垃圾”。如果不能够让生活垃圾产生者明确知晓各类垃圾的具体标准及其分类方法、投

放位置等，即使设置再花哨（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垃圾桶，也不能使其养成正确分类的习惯。

近年来，一些城市通过设置指示牌、制定更为细化的标准来推进分类，但是不够普遍，分类标准

模糊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① 杨雪冬：《改

革试点的走样变

形》，《北京日报》

2014年5月12日。

② 陈子玉等：《我

国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政策实施研

究——以南京市

为例》，《地域研

究与开发》2016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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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分类标准作为一项政策规定应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如果变动频繁，就会令政策对

象感到困惑并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例如，分类标准的频繁变动不仅需要居民改变好不容易形

成的分类习惯，也会使政府调整宣传内容、投放设施、运输设备等。在这方面，上海市生活垃圾

分类标准 20 年内变动六次就是一个典型。由表 1 可以看出，虽然分类标准经过六次变动，但实

际上只是在三四种“大类粗分”的标准之间打转，生活垃圾产生者还是不知道怎么进行分类。除

了上海之外，其他试点城市也是如此，生活垃圾分类标准虽然多次“完善”，但居民的生活垃圾

分类习惯却没有养成。

表 1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演变

时间 分类方法 分类标准

1995 年 3 分法 有机垃圾、无机垃圾、有毒有害垃圾

2000 年 3 分法 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

2002 年 3 分法
焚烧区域：废玻璃、有害垃圾、可燃垃圾

其他区域：可堆肥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

2007 年 4 分法 有害垃圾、玻璃、可回收物、其他垃圾

2011 年 2+X 分法

居住户内：厨余果皮（湿垃圾）、其他垃圾（干垃圾）

居住小区：有害垃圾、玻璃、废旧衣物

办公场所：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

公共场所：可回收物、其他垃圾

2014 年 4 分法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

资料来源 ：根据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网站资料整理

（三）参与主体被动化

长期以来，许多城市政府努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与

此不相适应的是，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却缺乏积极主动的参与，由此导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长期

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一方面，居民在生活垃圾分类中处于无参与或被动参与的状态。作为生活

垃圾的产生者，居民应该承担起生活垃圾初始分类的责任。但是，当前很多居民并没有自觉参与

到生活垃圾分类中来，为了方便乱扔乱放生活垃圾的情况普遍存在，更有甚者扔垃圾不分类，不

服劝阻还打伤垃圾分类指导员。①除此之外，居民普遍缺乏通过主动学习以强化分类观念和行为

的意识。试点城市为生活垃圾分类做了大量宣传，也规定了分类标准，但是许多居民仍对此缺乏

足够的了解，以至于经过多年的试点仍然不知道生活垃圾不分类的危害，更不知道如何进行生活

垃圾分类。另一方面，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广度和深度不够。近年来，一些企业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参与到生活垃圾分类中来，例如前面提到的利用“积分换物”的方式鼓

励居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但这仍然是小区域的试点，并没有进行更大范围推广。社会组织虽然

在垃圾分类试点的初期就有参与，如北京市在民间组织“地球村”的帮助下开始分类试点，但是

普遍性、常态性的参与仍显不足，特别是基层社区组织、自治组织在生活垃圾分类方面的作用没

① 龙钢、袁玮：

《不服劝阻还掐

昏垃圾分类指导

员》，《新民晚报》

2019 年 7 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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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分显现。

（四）管理系统分割化

近年来，生活垃圾分类虽然被提到了新的高度，但却存在着垃圾分类与整个管理系统割裂的

问题。一方面，在管理过程上，没有建立起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完整体系。

从试点城市来看，中间收运、末端处理等设备设施的投入建设滞后于源头分类。一些城市在没有

搞清楚为何要分类、怎么进行分类、如何保障分类的实施等基本问题，没有形成多样化的分类处

理方式之前，就大谈特谈垃圾分类，甚至还制定了超前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准，而相应的中后端收运、

处理体系并不完善，从而造成居民进行了分类投放，但在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又混合在一起

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信心，也降低了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的效

果。另一方面，“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和“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两套系统衔接不够。①生活垃圾具

有双重属性 ：一是资源性，二是污染性。与这两重属性相对应，现实中存在着“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和“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两套系统。前者由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废品回收者、拾荒者

等构成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主体，主要着眼于回收利用生活垃圾中的可回收物。后者主要是城市政

府环卫部门及其下属的或者纳入其管理的企事业单位，主要对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现实的

问题是，这两套系统同时运行却相互割裂、各行其是，没有被分类出的可回收物就会进入到生活

垃圾收运体系被环卫部门清理了。特别是随着再生资源价格的下降，生活垃圾中低值量少的可回

收物混入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系统的比例大大增加。

（五）政策工具单一化

各试点城市为了引导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都实施了相应的政策。例如，2010 年开始的新

一轮试点中，南京、上海等一些城市通过“垃圾换积分、积分换物”的方式来激励居民进行生活

垃圾分类。但是从总体上看，当前城市政府基本上运用的是单一的正向激励政策工具，即使有些

城市试图运用处罚等负向激励政策工具，也没有真正实行。例如，2010 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草案）》在征求公众意见时，其中有“不遵守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要求的，由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对个人处 2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条款，但在该《条例》正式颁

布的时候（2011 年 11 月 18 日）却删去了这一规定。2014 年 2 月 22 日颁布的《上海市促进生活

垃圾分类减量办法》（沪府令 14 号）规定“个人未按照规定投放生活垃圾的，责令改正 ；拒不改

正的，处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但是从来没有对个人开出过一张罚单。在实践中，这些单

一的经济激励政策带来的是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工具单一化的问题，即正向激励政策“单兵突进”。

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些经济激励政策在短期内也具有一定的促进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正向作

用。②但是，从长期来看，单凭这样的政策工具并不能使居民养成生活垃圾分类的习惯。

这是因为，首先，按照公共物品理论，生活垃圾管理服务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应该通过

向使用者（居民）收取一定费用的方式来抑制过度消费，而不是向使用者（居民）付费。经济激

励政策实际上消解了居民作为“污染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其次，单一的正向激励政策工具只

是开启了引导居民参与分类的“前门”，却没有关闭居民不分类就要承担责任的“后门”。在一个

没有形成生活垃圾分类习惯和氛围的社会，单一的正向激励实现不了使所有居民都进行分类，总

有一些“不图名利”的居民存在。最后，仅仅实行正向激励政策工具还会阻碍政府制定处罚等负

向激励政策，或者使负向激励政策失效。总而言之，从建立起现代化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国家和

地区的经验来看，生活垃圾分类的实施是一个改变居民生活习惯的过程，仅仅依靠单一的正向激

① 薛立强、范文

宇：《 城 市 生 活

垃圾管理中的公

共管理问题：国

内研究述评及展

望》，《公共行政

评论》2017 年第

1 期。

② 徐林、凌卯亮、

卢昱 杰：《 城 市

居民垃圾分类的

影响因素研究》，

《公共管理学报》

2017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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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政策工具并不能引导居民养成生活垃圾分类的习惯。

强制分类时代中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构建的路径选择

在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大背景下，如何实现良好的分类效果考验着城市政府的治理水平

和治理能力。为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治理现代化，建构中国特色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本文提出

以下建议。

（一）树立渐进试点与全面推进相结合的分类思路

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试点应把握生活垃圾管理自身的特点。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认为在强制

分类背景下，应树立渐进试点与全面推进相结合的生活垃圾分类思路。

如前所述，由于生活垃圾管理的关联性、过程性、系统性，之前划定某个小区、某个管理

阶段（主要是初始分类）进行试点的分点、分段试点思路，并不适合生活垃圾管理的要求。因

此，在当前强制分类的背景下，应摒弃这样的试点思路，确立“试验区”的划片试点思路，即

中央要有“顶层设计”思维，鼓励各试点城市从宏观或中观层面来分层次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具体而言，第一，从整个国家来看，应根据不同城市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垃圾产生量的多少

等标准确定先行试点城市和后续试点城市。2017 年颁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就提

出在部分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最终确立了以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第

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为主体的 46 个重点城市。第二，在实行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的具体城

市，要划定一定规模的试点区域（如建制区），对区域内不同类型的单位、小区等进行统一试点、

统一管理，等到“试点”较为成熟之后再推广到更大的区域、更多的地区。如《上海市生活垃

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确立了“三步走”的生活垃圾分类推进方针，

提出 2018 年在静安、长宁、杨浦、松江、奉贤、崇明六区率先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2019 年

在黄浦、徐汇、普陀、闵行、嘉定、金山六区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2020 年，全市实现生活垃

圾分类全覆盖。

总的来看，不同城市或同一城市不同区域的生活垃圾分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在同一城市

同一区域的生活垃圾分类又是全面性的。所谓“全面性”，即在所确定的区域内进行全面的和普

遍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不论小区还是单位、居民还是“单位人”，都要遵循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的规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基于不同产生源的不同特征，实行“双轨”推进的生活垃圾强制

分类的机制，即一方面在所有居民小区实施强制分类，另一方面在所有单位实施强制分类。通过

两方面的相互作用，强化每个个体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最终形成浓厚的生活垃圾分类氛围，养

成良好的生活垃圾分类习惯，进而实现普遍的生活垃圾分类。值得关注的是，在近期的实践中，

上海市已改变了过去生活垃圾产生源头“零散推进”的方式，全面实施整街镇或整行政区的推

进方式。①在这样的推进过程中，关键是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能力，加强分类收集、分

类处理的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所产生的生活垃圾能够被完全消纳。

（二）构建兼顾直观性和优先性并实行增量优化的分类标准

多年的生活垃圾分类实践让人们逐渐明白，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的确定一定要把握两点 ：一是

末端决定前端，也就是末端处理体系的多样化程度决定着前端初始分类标准的多样化水平。二是

重视传统的分类习惯，也就是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的制定要考虑居民长期形成的分类习惯（如以

① 陈玺撼：《2020

年 居民 区 普 遍

推行生活垃圾分

类》，《解放日报》

2018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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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卖钱”为价值选择的分类习惯）①，尽量在既有习惯的基础上构建现代化生活垃圾的分类标准。

在遵循这两个原则的前提下，本文认为，当前应着力构建兼顾直观性和优先性的生活垃圾分类标

准，并对其进行增量优化。

所谓“直观性”，即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的确定要清晰、精细，给生活垃圾分类者以直观认知。

在确定垃圾分类标准时，要明确垃圾分类标准的具体项目，使现实中的每一种生活垃圾都有相

应的投放位置。日本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就以细致严苛著称。日本各地垃圾分类基本上都细分到

10 种以上，更有地方多达 24 种。同时，各市制定了清晰的分类指南，图文并茂地教人怎么

扔垃圾。②但是就我国而言，如果把全部生活垃圾都一一归类，不但在相关知识积累上是不可

能的，也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分类成本，在现阶段是不切实际的。基于此，在直观的生活垃圾

分类标准构建过程中，也应注意“优先性”，即根据生活垃圾的不同组分进行选择，优先对容

易分类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再对其他生活垃圾进行分类。例如，可以先让居民明确所有的

有害垃圾（如废电池、废日光灯管、废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等）和湿垃圾（主要是厨余垃圾，

如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等食品类废弃物），然后对可回收垃圾（如纸类、金属、塑料、玻

璃等）进行剥离。

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直接关系到生活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因此，分类标准确定之后在一定的

时期内要保持相对稳定，以使居民能够熟悉和接受。《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最后确定的“四

分类”标准就是基于这一考虑 ：一方面，这个标准在上海已经实施了较长时间，沿用这一标准有

利于保持工作的连续性 ；另一方面，多数市民和立法听证会的陈述人都希望分类标准不要反复变

动。然而，初次制定的分类标准可能并不完善，这就必然需要继续细化、优化分类标准。在这一

问题上，应在坚持上述直观性和优先性的基础上，进行“增量优化”，即通过对既有标准的深化、

细化来实现优化，而尽量不要对分类标准进行颠覆性重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贵玉在

作《关于〈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时就明确指出，“四分法”虽然不尽完美，

但已是约定俗成。同时，根据各方意见，对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的常见种类作了列举，

并明确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活垃圾特性等对分类标准予以细化调整等。③生活垃圾分

类标准的构建考验的是一个城市的社会治理能力，只有分类标准被全体社会成员所认知和遵守，

并成为其生活习惯，才能发挥切实的、长久的成效。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生活垃圾分类都由各个

城市自行制定，目前缺乏国家标准，各城市标准不一给跨市流动人口的垃圾分类带来困难。基于此，

上海市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制定生活垃圾分类指南并发到每个居民家庭和单位，同时考虑牵头

推进长三角城市群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的统一化。

（三）形成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相结合的分类格局

善治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是全社会的共同行为。发达国家

和地区大都已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如日本经过多年实践形成了以公民参与为中心、社会各

界全方位参与的垃圾分类协同治理机制。④在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初级阶段，我国应结合自身特点

形成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相结合的多主体参与格局。

始于 2000 年的试点历程已经证明，只要试点城市政府重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展就快、

效果就好 ；如果试点城市政府重视不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就可能中途夭折。因此，作为公共服

务职能的履行者，政府在生活垃圾分类初期应当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制定政策来把握生活垃圾分

类的大方向，提供财政资金支持以保障生活垃圾分类的有序进行，并对其他参与主体进行监管以

① 薛立强：《中

国城市生活垃圾

管理的六大矛盾

及其破解路径》，

《城市问题》2015

年第 7 期。

② 田泓：《日本垃

圾分类严苛好处

多》，《人民日报》

2017年2月15日。

③ 王海燕：《〈上

海市生活垃圾管

理 条 例〉 今 起

实施》，《解放日

报 》2019 年 7

月1日；肖贵玉：

《关于〈上海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草案）〉的说

明 》， http://www.

spcsc.sh.cn/n1939/

n 2 4 4 0 / n 5781/

u1ai190024.html。

④ 吕维霞、杜娟：

《日本垃圾分类管

理经验及其对中

国的启示》，《华中

师范大学学报》，

2016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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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生活垃圾分类的秩序。当前，政府要继续通过购买服务、特许经营、承包经营、租赁经营等

多种方式引导相关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如上海市近期出台的《关于发挥本市社区

治理和社会组织作用助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指导意见》（沪民办发〔2019〕11 号），明确从购买

服务、培育发展、行业引导三个方面为社会组织参与垃圾分类创造条件。

同时，相关企业和社会组织要增强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能力，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性和规

范性，通过从事具体生活垃圾分类经营活动、做好宣传教育和社会监督，更广更深地参与到生

活垃圾分类全过程中来。更重要的是，公众要肩负起生活垃圾分类的责任和义务。生活垃圾分

类除了引导性和强制性等外在政策之外，离不开居民内在的自律意识和道德自觉。公众既要有

为自家整洁而努力的行动，也要有为社区、为城市环境作贡献的公共情怀，努力克服“集体行

动的困境”①。集体观念回归、公共精神的秉承，必将影响全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最

终达成全面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共识。生活垃圾分类格局的形成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公

共治理过程。在这样一个公共治理格局形成的初期，第一，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内部的生活

垃圾管理部门及相关企事业主体要形成共识、增强决心、久久为功 ；对外要将这种决心传递给

社会，要让社会认识到生活垃圾分类绝不是一时的政策，而是长久的必然要求。第二，居民应

认识到，生活垃圾分类将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和“义务”，做不好生活垃圾分类将受到处

罚和道德谴责。第三，相关企业是生活垃圾源头减量的重要责任者，应在无废城市建设方面（如

减少包装、玻璃瓶等物品的重复使用）发挥重要作用。值得肯定的是，上海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新政催生的“代扔垃圾”服务，虽然以盈利为目的，但属于相关企业、公众主动且持续参与生

活垃圾分类的创新探索。上海市在鼓励市场和社会主体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基于当前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垃圾拾荒者、代扔垃圾者、上门回收员也以利益为依归

的现实，可主导建立全过程的生活垃圾产业链，吸引更多的市场和社会主体主动参与到生活垃

圾分类中来。

（四）建立横向协调与纵向衔接相结合的分类机制

生活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部分密切相联的。做好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不只是根据初始分类阶段生活垃圾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的治理，还要把生活垃圾分类放

到整个生活垃圾管理的全过程中进行系统谋划。本文认为，推动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有必要建立

横向协调与纵向衔接相结合的生活垃圾分类机制。

一方面，建立生活垃圾管理系统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系统相统一的横向协调机制。一是要解

决过去生活垃圾管理系统（建设、环卫等部门主管）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系统（商务部门主管）

不衔接、不配套的问题。通过整合两个系统主管部门职责，构建起统一的管理体制。在这方面，

北京市 2016 年机构改革中新组建的城市管理委员会将原市政市容委的生活垃圾管理职能和商务

委的再生资源回收职能进行整合，统筹生活垃圾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探

索。②二是要运用现代智能技术加强相关的硬件设施建设，如建设兼具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

功能的智能回收机、交投点、中转站等。如上海市正在探索“居住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与“生

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两网融合，大力推进回收服务点、中转站、集散场等的建设。

另一方面，构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相配套的纵向衔接机制。

一是，确立“末端决定前端、前端促进后端”的工作机制。加快建设危险废弃物和餐厨垃圾处

理设施，促进再生资源利用企业、生活垃圾产业园等建设，强化多元化处理生活垃圾的能力。

① 张莉萍、张中

华：《城市生活垃

圾源头分类中居

民集体行动的困

境及克服》，《武

汉大学学报 ( 哲

学社会科学版 )》

2016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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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市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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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建立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机制，并通过不同的车辆收集不同的生活垃圾，有计划地减少乱投

乱放和混装混运。如上海市印发《上海市实施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制度工作导则》，在居

民区推行定时定点分类投放。三是，适当缩短生活垃圾从投放到处理的环节和程序。如要求家庭、

社区、单位安装餐厨垃圾粉碎机和油脂分离装置，使餐厨垃圾经粉碎干燥后制肥，从源头实现餐

厨垃圾的减量化 ；或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由一个主体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收运和回收利用，减

少中间程序等。当前，上海市已多措并举构建生活垃圾分类纵向衔接机制。未来更为关键的是，

要加快垃圾分类基础设施设备建设，以建立健全全过程的垃圾分类体系 ；同时在实施生活垃圾定

时定点分类投放等制度时，充分考虑居民的现实需求，通过沟通协调，以循序渐进的形式推进相

关制度、机制有效落地。

（五）实施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相补充的政策工具

在强制分类初期，居民的分类意识和习惯尚未完全形成。要想快速形成良好的分类习惯，就

应该综合采取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相补充的政策工具，既进行鼓励引导又实行惩罚强制①，通过

多样化的措施来推动居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

一方面，采取多样化的正向激励方式，进一步完善正向激励体系。除了当前实行的“以垃圾

换积分、积分换物”等经济激励方式外，还可以探索一定的精神激励方式，如对积极参与生活垃

圾分类的居民进行张榜公布、授予荣誉称号等，以精神激励彰显居民自觉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意

义。如上海市建立特色的“绿色账户”正向激励机制，设置“荣誉榜”“红黑榜”，召开垃圾分类

表彰大会等②。需要指出的是，在生活垃圾分类初级阶段，正向激励措施无可厚非，但随着垃圾

分类的普遍推进，应逐步减少相关的正向激励，实施负向激励为主导的激励机制，以彰显居民的

生活垃圾分类责任和义务。

另一方面，实施负向激励措施。从建立起现代化生活垃圾管理系统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

居民个体生活垃圾分类意识的养成，更离不开负向激励措施的实施。例如，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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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台湾地区《废弃物清理法》第 50 条规定，居民不对垃圾进行分类要被处罚 1200~6000 元新

台币。③因此，我国也应通过立法方式制定并实施一定的负向激励政策工具，如警告、批评、罚

款、列入失信黑名单以及刑罚等。如《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个人混投垃圾将罚款 50

至 200 元，不履行生活垃圾分类义务且拒不改正的单位和个人将纳入失信主体等。尽管上海、北

京等城市正在构建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相补充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工具，但是与先进国家和地区

相比，负向激励仍显不足，特别是罚金较少、执行力较弱，且受到部分居民的抵触。应该认识

到，没有足够力度的负向激励措施，难以促使居民形成良好的生活垃圾分类习惯，这已经被日本、

德国等建立起现代化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国家所广泛证明。因此，应进一步重视负向激励措施

的重要作用并强化其执行力度，以在全社会成员中形成生活垃圾分类的刚性约束。同时，在制

定负向激励政策工具时，应注意这些政策工具的多样化，如让未按规定分类者进行生活垃圾分

类的义务宣传、清扫、收集等。

总之，生活垃圾分类是现代城市管理的必然要求。以 2017 年《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的颁布实施为标志，中国已经进入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应遵循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的普遍规律，尽快建立起全面的、适合国情的现代化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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