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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生活垃圾分类政策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in China

2



3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
In 1997, the report of the 15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

六、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

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
In 2002, the report of the 16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四、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

五、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

六、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

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强环境保护。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
In 1992, the report of the 14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
的关系。

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
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
基本国策。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十大任务

经济、政治、文化
【三位一体】

经济、政治、文化
【三位一体】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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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
In 2007, the report of the 17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五、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六、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八、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四、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五、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六、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七、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

八、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
In 2012, the report of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二）全面促进资源节约。
（三）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
（四）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位一体】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society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五位一体】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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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七、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八、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九、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
In 2017, the repor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一）推进绿色发展。
（二）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
(Strengthen solid waste and garbage disposal)。
（三）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
（四）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十、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

（一）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二）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
（三）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
（四）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

普遍实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制度 (Universally 
implement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system)

【五位一体】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



◼ 2015年09月21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On 

September 21, 2015,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Overall Plan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Reform"

生态文明制度-资源循环利用制度-垃圾分类制度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resource recycling system-waste classifi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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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2.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3. 空间规划体系

4. 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

5. 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

6. 环境治理体系

7. 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

8. 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

4.1 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制度。
4.2 完善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4.3 建立能源消费总量管理和节约制度。
4.4 建立天然林保护制度。
4.5 建立草原保护制度。
4.6 建立湿地保护制度。
4.7 建立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制度。
4.8 健全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
4.9 健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制度。

4.10 完善资源循环利用制度。

4.10.1 建立健全资源产出率统计体系。
4.10.2 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生产者落实废弃

产品回收处理等责任。
4.10.3 建立种养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制度，实现种养业

有机结合、循环发展。

4.10.4 加快建立垃圾强制分类制度。
4.10.5 制定再生资源回收目录，对复合包装物、电池、

农膜等低值废弃物实行强制回收。
4.10.6 加快制定资源分类回收利用标准。
4.10.7 建立资源再生产品和原料推广使用制度，相关原

材料消耗企业要使用一定比例的资源再生产品。
4.10.8 完善限制一次性用品使用制度。
4.10.9 落实并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

税收政策。
4.10.10 制定循环经济技术目录，实行政府优先采购、贷

款贴息等政策。



2016年12月2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4次会议
On December 21, 2016, the 14th meeting of the Central Finance and 
Economics Lead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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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推行制度！）

⚫ 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处理。（该制度，关系13亿人，关系三化处理原则！很重要！）

⚫ 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
系统，

（建立全过程四分类系统，不仅前端要分类，而且后端要处理！）

⚫ 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
垃圾分类制度，

（关于制度的五项要求！）

⚫ 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提高覆盖范围！）



◼ 2016年 1月，发改委、住建部《垃圾分类方案编制》；12月，习总书记“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

◼ 2017年 3月，国务院转发发改委、住建部文件；11月，住建部厦门现场会。 【46个重点城市】

国管局、军队后勤保障部、卫计委、邮政局等陆续出台文件。

◼ 2018年 6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11月，习总书记“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

◼ 2019年 2月，住建部上海现场会。4月，地级以上城市全面分类。 【所有地级城市】

6月，习总书记新指示。

7月，上海垃圾分类火遍全国。

11月，十九届四中全会。

垃圾分类政策大事记 Memorabilia of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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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Key cities]

[all the prefectur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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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Xi Jinping gave important instructions on waste classification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

习近平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
的一个重要体现。

习近平指出，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

要加强引导、因地制宜、持续推进，把工作做细做实，持之以恒抓下去。

要开展广泛的教育引导工作，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实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通过有效的督促引导，让更多人行动起来， 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全社会人人动
手， 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 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2019年6月3日



◼ 2020年 1月，住建部向习总书记报告工作进展，

3月，中办国办《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积极开展垃圾分类，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4月，全国人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编。

（4月29日，审议通过；9月1日，实施）

第六条 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管理系统，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有效覆盖。

5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加强污水、垃圾处置设施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9月，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若干意见》

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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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卫：以垃圾分类为特色
China's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featuring on waste classification



2019年11月1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北京召开《生活垃圾分
类标志》标准发布新闻通气会。On November 15, 2019,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held a press briefing for the release
of the standard “Sign for Classification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 Beijing.

在本次标准修订中，主要对生活垃圾分类标志的适用范围、类别
构成、图形符号进行了调整。相比2008版标准，新标准的适用范
围进一步扩大，生活垃圾类别调整为4个大类（可回收物、有害
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和11个小类，标志图形符号共删除
4个、新增4个、沿用7个、修改4个。新标准12月1日起实施。
The new standard will be implemented from 1st of Dec.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国46个垃
圾分类重点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53.9%，其中上海、
厦门、宁波、广州等14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超过70%。30
个城市已经出台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6个城市将垃圾分
类列入立法计划。中央单位、驻京部队和各省直机关全面推行垃
圾分类。各省、自治区均制定垃圾分类实施方案，浙江、福建、
广东3省已出台地方法规，河北等13省地方法规进入立法程序。
2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已启动垃圾分类。In 237 cities, the waste
segregation has been started.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2019
“Sign for Classification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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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2019
"Sign for Classification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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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大类】到【11小类(品种)】
From 4 big categories to 11 small 

categories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2019
“Sign for Classification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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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 生 态 环 境 部
关于印发《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的通知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Urban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Facilities to Make up for Shortcomings")

发改环资〔2020〕125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局）、生态环境厅（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部

署，加快补齐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短板弱项，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研究制定了《城镇

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

生 态 环 境 部

2020年7月31日

三部委最新文件（2020.07.31）
Latest documents of three mini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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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要求与实施目标
Overall requirements and implementation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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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requirements implementation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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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col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transportation system

Vigorously improve waste incineration capacity

主要任务 main mission



主要任务 main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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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规划建设生活垃圾填埋场

Reasonabl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domestic waste landfill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kitchen waste 

treatment facilit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Reasonabl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domestic waste landfill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9月1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
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要继续用
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保持勇往直前、风雨无阻的战略定力，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习近平强调，当前形势下，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善于运用改革思维和
改革办法，统筹考虑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既要在战略上布好局，也要在关键处落好子。要
加快推进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有利于调动各
方面积极性的改革，聚焦重点问题，加强改革举措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打通淤点堵点，激
发整体效应。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
起来，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要加强改革前瞻性研
究，把握矛盾运动规律，守正创新、开拓创新，更加积极有效应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强斗
争本领，拓展政策空间，提升制度张力。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
The 15th meeting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for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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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
育的若干意见》、《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促
进合理医疗检查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若干意见》。会议还听
取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进展情况汇报。

◼ 会议指出，

➢ 生活垃圾分类关系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都有着重要意义。

➢ 要从落实城市主体责任、推动群众习惯养成、加快分类设施建设、完善配套支持政策等方
面入手，

➢ 加快构建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长效机制，
树立科学理念，分类指导，加强全链条管理。

《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若干意见》

"Several Opinions on Further Promot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Domestic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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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

发改环资〔2020〕8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塑料在生产生活中应用广泛，是重要的基础材料。不规范生产、使用塑料制品和回收处置塑料废弃物，会造成能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
染，加大资源环境压力。积极应对塑料污染，事关人民群众健康，事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建立健全塑料制品长效管理机制，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主要目标。到2020年，率先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到2022年，一次性塑料制品消费量明显减少，替代产品得到推广，塑料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用比例大幅提升；在塑料
污染问题突出领域和电商、快递、外卖等新兴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塑料减量和绿色物流模式。
到2025年，塑料制品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多元共治体系基本形成，替代产品开发
应用水平进一步提升，重点城市塑料垃圾填埋量大幅降低，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二、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三、推广应用替代产品和模式
四、规范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和处置
五、完善支撑保障体系
六、强化组织实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
Opinions on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treatment of plastic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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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生 态 环 境 部
2020年1月16日



九部委发文：塑料污染
Nine ministries issued a document: Plastic pollution

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
发改环资〔2020〕1146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 态 环 境 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农 业 农 村 部
商 务 部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供 销 合 作 总 社

2020年7月10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发改环资〔2020〕80号，
以下简称《意见》）印发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推动落实，整体工
作平稳开局，但各地各领域工作进度还不平衡。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确保如期完成2020年底塑料污染治理各项阶
段性目标任务，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二、狠抓重点领域推进落实
（一）加强对禁止生产销售塑料制品的监督检查。
（二）加强对零售餐饮等领域禁限塑的监督管理。
（三）推进农膜治理。
（四）规范塑料废弃物收集和处置。
（五）开展塑料垃圾专项清理。
三、强化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
（一）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二）开展联合专项行动。
四、加强宣传引导



五协会联合倡议 Five Associations Joint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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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回收利用，共建生态文明
(Sorting and recycling, and building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关于共同做好塑料废弃物分类回收处置的联合倡议

一、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Actively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二、规范回收处置塑料废弃物Regulate the recycling and disposal of plastic waste

三、探索塑料废弃物高值利用Explore the high-value use of plastic waste

四、引领生活垃圾分类新风尚Leading the new fashion of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中 国 石 油 和 化 学 工 业 联 合 会
中 国 循 环 经 济 协 会
中 国 再 生 资 源 回 收 利 用 协 会
中 国 物 资 再 生 协 会
中 国 城 市 环 境 卫 生 协 会

2020年9月2日



二、垃圾分类的实施
Implementation of waste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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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人民群众是力量之源
Waste classification: the people are the source of strength

分类投放
Classified delivery

分类收集
Separate collection

分类运输
Classified transportation

分类处理
Classified treatment

党建引领（书记）

群众参与、社会参与
（基层党建、基层自治）

群团组织
（工会、妇联、共青团）

全社会参与
participation of whole society 

专业部门或专业公司
Professional department or professional company

政府主导（市长）
（城管局、环卫处、分类中心等）

城市、城区、街道(乡)、社区、居住小区、家庭(户)
（以街道为单位，整片推进）

政府购买服务、特许经营、PPP模式
收集设施配套、运输设施配套、处理设施配套

【集中力量构建社会氛围】 【科学规划补齐设施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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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个重点城市垃圾分类体系基本建成
46 key cities have basically completed the waste classification system

•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建城[2017]253号

• 2020年底前，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基本形成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在进入焚烧和填埋设施之前，可回收物和易腐垃圾的
回收利用率合计达到35%以上。

◼ 整省推进全国各省垃圾分类工作
Promote waste classification in all provinces across the country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
（建城〔2019〕56号）

• 到2020年，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其他地级城市实现公共机构生活垃
圾分类全覆盖，至少有1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 到2022年，各地级城市至少有1个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其他各区至少有1个街道基本建
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 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2020年垃圾分类重点工作
Key tasks of waste classification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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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全面推行四分类标准(Fully implement four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以前开展三分类的城市要尽快
调整为四分类，落实《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2019），即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
他垃圾。

二是，提高居民小区覆盖率(Improve residential area coverage)。2020年底前，力争实现46个重点城市居民
小区全覆盖。全覆盖并不是要求全体居民都形成了垃圾分类行为自觉，都实现了高投放准确率，这些是需要持
续推进的工作。首先要保证的，是分类投放设施设备、宣传发动、长效管理的全覆盖。

三是，完善生活垃圾分类配套体系建设(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supporting system)。体系建设的短板在于末端设施建设，主要是厨余垃圾处理能力不足。目前要冲刺全部建
成全部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并不现实，我们要做长远考虑，建成、在建、规划建设的厨余垃圾能力和厨余垃圾产
生量要相匹配。

四是，实现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35%的目标(Achieve the target of 35% recycling rate of domestic waste)。
回收利用率的分子是分类收集、处理的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物量，分母是生活垃圾清运量和可回收物量。做好相
关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工作。

五是，完善垃圾分类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 (Improve the waste classification laws,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 system)。目前，有的城市已发布垃圾分类相关法规或规章，有的城市还在过程中，可以趁固废法
发布的热度加快推进。

2020年要完成的主要工作有五个方面
There are five main tasks to be completed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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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 main purpose

◼ 摸清生活垃圾分类进展情况 Find out the progress of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 督促落实生活垃圾分类目标和任务 Supervise and implement the goals and 

tasks of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 总结生活垃圾分类进展，促进交流互鉴 Summarize the progress of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promote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 指导生活垃圾分类下阶段工作 Guide the next stage of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4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调研
Investigation on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in 46 Key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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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领导普遍重视Leaders generally value

2. 社会广泛关注Widespread concern

3. 持续加大投入Continue to increase investment

4. 改善生活环境Improv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5. 拓展设施空间Expand facility space

主要成绩 Main achievements

29

6. 加强数据统计Strengthen data statistics

7. 吸引人才智慧Attract talents and wisdom

8. 营造社会氛围Create a social atmosphere

9. 形成时代印记Form the mark of the times

10. 铺就发展道路Paved the way for 

development



◼ 党的领导 Party leadership

◼ 社会动员 Social mobilization

◼ 基层自治 Grassroots autonomy

◼ 群众自觉 Mass consciousness

◼ 戴口罩：看文明、看素质、看自信
Wear a mask: civilization, quality, confidence

◼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透过疫情防控看垃圾分类
Look at waste classification through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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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先收费、后分类

Charge first, then classify

第二条：细分类、有选择、有步骤、做增项
Subdivided, have choices, have steps, add items

发达国家的经验 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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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个混合垃圾收运处理体系，改变为四个分类收运处理体系，从成本上看肯定是增加的。增
加的成本有三个途径来承担。

➢ 一是政府端(government)，由财政支付垃圾分类补贴费，这是当前的主要途径。

➢ 二是市场端(Market)，由再生资源回收量增加、厨余垃圾和餐厨垃圾资源化等，带来一
定的收益，总体来看这部分收益比例很小，有时甚至可能是负的。

➢ 三是社会端(society)，按照“产生者付费”的原则由产生垃圾的社会大众支付垃圾处理费
用，目前这一途径正在越来越的得被重视，以期能有所突破。

◼ 政府应采用有效途径，将分类的总成本(total cost)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宜优化配置，
精准分类，市场配置，提高效率，通过增加社会力量投入，降低政府财政投入；不宜盲目追求
高科技技术和昂贵设施投入。

如何看待生活垃圾分类的投入
How to treat the investment in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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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的五个层次
Five levels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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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D 约100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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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混合】

【均一纯净】

分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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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别
Sub-category

2016年3月
刘晶昊 作



细分品种（小类），因地制宜
Subdivided varieties (small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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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瓶

混合废玻璃瓶

废铝罐

废织物

废报纸

废手机 废电池废铁

建筑垃圾

净 土

废纸箱 废石棉瓦

园林垃圾

废旧轮胎

废包装垃圾

餐厨垃圾

废木材

废节能灯

废铜

废油

……

……

……

……

……

……

废旧电子电器

宠物粪便

再生资源回收
（经济性）

非再生资源回收
（外部性）

在层次C、层次D、层次E中，选择一些具有经济性或外部性
的品种（20-40类），建立多个专门回收计划，开展回收。In 

level C, level D, and level E, select some economic or external varieties (category 

20-40), establish multiple special recycling plans, and carry out recycling.

发达国家和地区面向居民垃圾分类通常做法
Common practices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for resident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层次E

层次D

层次C

层次B

层次A

有害废物



垃圾分类：环境问题？卫生问题？资源问题？

Waste sort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Hygiene issue? Resource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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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卫生

高
价
值

湿垃圾 干垃圾

低
价
值

环境有毒有害垃圾

无害垃圾

厨余垃圾 可回收物

干净的
包装垃圾

污染的
包装垃圾

垃圾分类
是“多选题”

不是“单选题”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not a "single choice question"

1

2

3

A 类其它垃圾
（日产日清）

B 类其它垃圾
（一周一清）

混合垃圾

废塑料
废纸
废金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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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制：垃圾分类领导小组（书记、市长）

◼ 文件：法律(人大)、法规（政府）、规章（部门）、政策

◼ 宣传：同质化问题、表述准确率、精准宣传、致良知

◼ 厨余：只分厨余、破袋问题、可降解塑料、处理设施（集中/分散，好氧/厌氧）

◼ 资源：节约资源还是浪费资源

◼ 品种：低值可回收物、包装物、废塑料

◼ 排名：双刃剑、公正性、合理性

◼ 智慧：回收量太少、厨余桶能否封闭、

◼ 生活：垃圾分类是工作、还是生活

◼ 文化：耻文化（东方）、罪文化（西方）

◼ ……

话 题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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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现阶段，垃圾分类态度比结果更重要(Now, the attitude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result)。要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态度认真对待垃圾分类，行动起来、参与进去。

二是，要宣传原则方法、注重引导分析(Publiciz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and focus on guiding
analysis)。要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思想，教会公众思考分类要求背后的逻辑，要让大家不仅能处理常规情况，也能分析各种特
殊情况，并最终达成广泛共识。不仅要在各种分类垃圾桶上列出允许投入的常见垃圾，而且要列出典型的禁止投入的垃圾，比如厨余垃圾
桶可明确列出禁止塑料、玻璃混入。

三是，抓大放小，不钻牛角尖(Grasp the big and let the small)。垃圾分类成效要体现在统计学意义上，使分类精准率
达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面对复杂性的社会行为，我们不能把垃圾分类教条化，不能要求绝对精准，要对市民垃圾分类投放的行为留有
一定的宽容度。

四是，垃圾桶设置切忌千篇一律(Don't set the trash bin the same)。要结合不同场所的垃圾产生特征，突出分类重点，
合理配置相应的垃圾桶。可回收物多的场所要多配可回收桶，甚至单品种的回收桶；厨余垃圾多的地方可多配厨余垃圾桶；几乎不产生厨
余垃圾的地方，可不设厨余垃圾桶。

五是，要通过垃圾分类切实改善生活环境状况(Really improv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through waste
classification)。针对大件垃圾和装修垃圾清运不畅、废旧衣物无处投放、包装礼盒垃圾放不进桶、泡沫垃圾无人收运等市民关切的
管理老大难问题，要逐步的伴随垃圾分类逐步得到解决，提升百姓的获得感。

六是，要动态管理垃圾分类方法(Dynamic management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method)。当前情况下，
既不能完全不分类，也不能像欧洲日本部分地区一样精细化分成三四十类。目前的四分类方法是一种在分类投入与环境效果之间权宜之计，
随着习惯养成，垃圾分类会像适度精细化方向发展。下一步可探讨低价值干垃圾和低价值湿垃圾的分类收集，促进垃圾有序管理。低价值
干垃圾主要包括快递包装垃圾等，以不含有易腐垃圾为原则。一颗老鼠屎可以坏一锅粥。垃圾桶中少量低价值湿垃圾，散发臭味、传播疾
病，会影响整桶低价值干垃圾，从而催促及时清运，增加清运成本。特别是在疫情期间，这种分类更显得有意义。

如何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实施
How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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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垃圾分类的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waste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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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持续努力、稳中求进、扩大覆盖范围 Awareness: Continue to work hard, seek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and expand coverage

◼ 科学管理：因地制宜、场景分析（气候/地理/文化）、有选择的设置分类品种 Scientific 
management: 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scene analysis (climate/geography/culture), 
and select varieties of classification

◼ 习惯养成：宣传教育、社会氛围、以街道为单位的示范片区为抓手 Habit formation: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social atmosphere, and demonstration areas with stree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 长效机制：效率与成本，环卫投入总量、环卫投入结构，垃圾收费 Long-term mechanism: 
efficiency and cost, total sanitation investment, sanitation investment structure, garbage 
charging

◼ 组织：考核、评比，比学赶帮超，创卫生城市、创文明城市 Organization: assessment, appraisal, 
comparison and learning, helping to surpass, creating a sanitary city and a civilized city

未来五年，五个重要方面
Five important aspects in the next five years

40



◼ 平台：组织社会资源、开展活动、创造沟通机会
Platform: organize social resources, carry out activities, and create 
communication opportunities

◼ 聚焦：围绕关键议题、寻求突破途径
Focus: Focus on key issues and seek breakthroughs

◼ 交流：信息流动、案例分类、展示经验教训、少走弯路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flow, case classification, display of experience 
and lessons, avoid detours

◼ 共识：变隐性知识为显性知识、行业知识沉淀
Consensus: change tacit knowledge into explicit knowledge, industry 
knowledge precipitation

◼ 国际：国内国际双循环、国际舆情、海洋垃圾与废塑料
International: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ycl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marine garbage and waste plastic

中环协的作用
China Association of Urban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CA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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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甲40号院隐源方糖小镇401

www.caues.cn 

100037

010-68002665

010-68002667

加入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