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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
为实现这一良性循环按下新“按
钮”。今年4月，作为11+5个试
点城市和地区之一，三亚探索向
前。

“根据《方案》，‘无废城市’
的建设试点应是有条件、有基础
且规模适当的城市。”生态环境
部有关负责人解释说。

被选为试点城市需要过“数
道关”：首先要考虑国家战略布
局，在国家战略规划区域，选择
具有代表性、带动作用比较强的
城市。其次，要综合考虑东中西
部不同区域的产业特点，以及地
方政府的积极性等因素，优先选
取开展过或正在开展各类固废
回收利用试点，并且取得积极成
效的城市。最后，是在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中选取基础较好的
城市。

这些“筛选标准”，看上去有
点抽象，但换个角度，循迹三亚已
在摸索的固体废弃物“物尽其用”
之路，便能发现它们其实可感可
知——

12月 10日下午，在光大环
保能源（三亚）有限公司的快速
处理生活垃圾现场，给料斗平台
上的操作人员隔着玻璃手执操
纵杆，让抓斗每次舀起约5吨生
活垃圾，往焚烧炉里“喂料”。熊
熊炉火中，生活垃圾由热能转化
为电能。在集控室里，多台电脑
前是多个大屏幕，工作人员轻点
鼠标，就能对生活垃圾焚烧并转
化为电能的情况一目了然，随时
可以监控和掌握整个流程……

“我们年处理生活垃圾约45
万吨、发电量约1.5亿度，其中上
网电量约1.2亿度。扩建工程明
年完成后，年处理生活垃圾将超
过75万吨、发电量约2.5亿度。”
光大环保能源（三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范高文说。

与该公司一墙之隔的，是光
大环保餐厨处理（三亚）有限公
司。这家公司专门处理餐厨废

弃物，已与三亚全市2000多家
餐厨企业签约合作，旅游淡季处
理餐厨垃圾230吨/天，旺季则为
300吨/天。这些垃圾经过处理
后，年生产生物柴油上千吨、沼
气约40万立方米，避免了“垃圾
猪”“地沟油”流回餐桌。

而距离两家光大环保公司
数百米远的三亚瑞泽再生资源
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亚瑞
泽公司），则是一家处理建筑垃
圾的企业。

三亚瑞泽公司建筑废弃处理
厂负责人陈秀介绍，该厂日处理
建筑垃圾1500吨、年处理量约50
万吨。废弃砖石在车间被打成石
粉后，制作成不同形状的环保砖，
包括植草砖、透水砖、承重砖、保
温砖等。

为检验透水砖性能，陈秀现
场演示：他在砖块上面倾倒一瓶
水，不到5分钟，水就从砖里渗透
下去，砖的表面没有了积水。

“从经济角度看，垃圾就是
放错了位置的资源。”三亚市生
态环境局局长樊木说，根本上而
言，就是不把垃圾当垃圾，而把
它当作资源，运用市场机制发展
循环经济。

数据可能更有说服力。根据
三亚市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全市
通过循环利用和其他方式处理各
种垃圾，2018年处理生活垃圾约
70.2万吨、餐厨垃圾约4.4万吨、建
筑垃圾约14.4万吨、医疗废物约
764吨。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过2000
万人次的旅游城市，三亚目前正
通过“无废酒店”“无废景区”和

“绿色商场”等“细胞工程”建设，
打造“无废城市”窗口和样板。

“三亚市把‘无废城市’建设
与海南自贸区建设进一步融合推
进，这是一个主要特征。”在推进
会现场，庄国泰如此评价三亚积
极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转型，提高
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探索推动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成就。

为何三亚被选中？
早已开始的固废“物尽其用”之路

破解“垃圾围城”、城市固废管理难题，需要的是细
致和时间。

12月10日下午4点多，三亚蜈支洲岛，景区工作
人员罗开杰和同事正在半山腰的垃圾分类厂里忙
活。他们需要把从景区不同地方收集上来的垃圾进
行人工分拣处理。这些经过分拣的垃圾，将被装车，
运送出岛，进入不同的“消化”环节。

“我们主要区分餐厨垃圾和生活垃圾，区分后，
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蜈支洲岛旅游区绿化部副总
经理蒋详玉说。在这片面积约1.48平方公里的景
区内，旺季时产生餐厨垃圾约80吨/月，生活垃圾
288吨/月，园林垃圾14吨/月；淡季时这组数据依
次为83吨/月、144吨/月和27吨/月。这些垃圾中
的固体废物，旺季时的循环利用量为28%，淡季时
为50%。蜈支洲岛希望打造一个“无废岛屿”。

在蜈支洲岛上参观完后，刘建国和宋小毛都
不约而同地说了一个字——“细”。

“景区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细，一上岛，就
能看到有很多关于‘无废’理念的宣传，垃圾桶有
分类投放引导等等。理念和意识很重要，把意识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更为重要。”刘建国说。

宋小毛的感受，来自对景区“细工细活出实
效”的共鸣。近期以来，他和团队负责给三亚开展

“无废酒店”和“无废办公场所”建设做前期调研。
“比如，酒店垃圾以一次性用品为主，数量基

数大，更换速度快，员工在做筛选分类上有积极
性；而办公场所则不同，其纸张、塑料制品消耗较
大，无太多危险废弃物。这些特性表现，需要收
集后进行细致分析，才能掌握规律，为制定可落
地、有实效的措施提供决策参考依据。”在宋小
毛看来，“无废城市”建设环环相扣，前期基础
工作扎实，后期才能有效执行运转。

“对于‘无废城市’建设，我们把它看成是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我们是探路者，很
多东西需要创新性的做法。”清华大学环境学
院教授李金惠说，“无废城市”不能一步到位，
必须要有长期努力的思想准备。

与此同时，业内专家也提出了一些
“注意事项”。

“目前在‘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中，社会
公众参与体系尚未建立，在工作推进上压
力传导，层层递减，存在着上热、中温、下
冷的情况。”庄国泰指出，“无废城市”建设
试点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制度、技术、市
场和监管体系作为支撑。

三亚要避免这一系列体系上的“短
板”，需要致力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
同、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固体废物多
元共治格局。

“技术是支撑工作最终落地和实
施的手段，但成效要靠各城市的组织
和推进体制机制。”生态环境部固管中
心副主任臧文超说，制度和技术之间
不应存在偏颇。

在监管方面，生态环境部政研中
心国际所所长李丽平提出，“无废城
市”建设过程中，要通过制定责任清
单解决关键环节中的阻碍要素，比如
多头管理的混乱体系。“责任清单不
等于任务清单，需明确监管者和责
任者，明晰部门职责边界，要从问题
出发，对收集、运输、处置等全链条
进行管理。”李丽平说。

（本报三亚12月12日电）

啥是“无废城市”？
无废≠杜绝垃圾

12月10日，抵达三亚后，刘
建国发现，自己这趟会务出差行
程，“开场”有点特别。

这位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教
授，此次受邀参加2019“无废城
市”建设试点推进会。临出行前，
他就收到了一条来自会务组的短
信，上头写着：“诚挚邀请您以‘无
废’体验大使之名，同我们一起体
验这场三亚‘无废’之旅……希望您
绿色出行，无纸化登机，减少使用一
次性产品，减少塑料制品消费，严格
做好垃圾分类，践行‘光盘行动’。建
议您自备水杯、牙刷、拖鞋、毛巾等旅
行用品，践行‘无废’理念。”

“无废”之旅——短信是这么通
知的，会议也是这么开的。在为期两
天的会议里，参会人员统一用“电子
签到”，不浪费纸张，开会时没有一次
性纸杯和瓶装水，全部使用酒店的茶
杯、茶水，就连会议手册和桌签都是环
保纸制作，印有可回收的标识……

参会后，刘建国发了微信朋友圈：
“三亚确实很用心，从机场到会场，从餐
馆到宾馆，减量、分类的‘无废’元素处
处可见。”后面还跟了三个竖大拇指的
表情。

这样的办会理念，背后支撑着一个
关键词，即“无废城市”。那么，到底啥是

“无废城市”？是指没有垃圾和废弃物产
生的城市吗？

当然不是。根据《方案》，“无废城市”
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也不意味着固
体废物能完全资源化利用，而是一种先进
的城市管理理念，目的在于最终实现整个
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资源化利用充
分、处置安全的目标，需要长期探索与实践。

“我们扎实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使命之一就是
要把‘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做实，做出成
效。”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庄国泰在会上指出。

说到底，这一理念是从城市整体层面进
行固体废物综合管理改革，探索建立分工明
确、相互衔接、充分协作的联合工作机制，加
快构建固体废物源头产生量最少、资源充分
循环利用、非法转移倾倒和排放量趋零的长
效体制机制。

“‘无废城市’建设核心目标有两点，一方
面是环境影响要降到最低，另一方面是填埋量
要降到最低。”刘建国说。

因此，将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负担降到最低
程度，是构建“无废城市”的基本要求之一。

“这并非杜绝垃圾的产生。近些年，日本、
欧盟、澳大利亚等地在固体废物综合管理方面
已有积极的尝试与经验，比如‘零废弃’‘零废
物’等理念，尽管国外提法不同，但内涵是相似
的。”三亚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技术服
务单位、墣锦环境工程（海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宋小毛介绍，这一内涵是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有
效利用固废、降低固废产生、解决历史堆存固废，
在社会和生态之间建立起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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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视频

“无废城市”建设之道

“无废城市”离我们有多远？
不能一步到位，亟待建立多元共治格局

“无废城市”
建设面面观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周晓梦

12 月 10 日，2019“无废城
市”建设试点推进会在三亚市
举行，全国多个省份派代表参
加，并交流各自在“无废城市”
建设方面的经验。

注重“无废城市”教育。河
北省雄安新区将“无废城市”建
设内容编成系列教材，全面纳入
新区教育体系，培养青少年绿色
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方式。广东
省深圳市围绕“无废城市”建设主
题，开展演讲、有奖竞答、专家宣
讲等活动。

推广应用智慧监管系统。雄
安新区构建“无废城市”全周期信
息监控系统平台，通过物联网、大
数据等技术，对工业固废、农业固
废、危险废物等从产生、流转、资源
化处理处置进行动态监管。深圳市
推广应用建筑垃圾废弃物智慧监管
系统，实时采集全市建筑废弃物排
放情况、运输车辆行驶轨迹、处置场
所受纳情况等信息。

对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鼓励企业实施工业固
废减量工程，采取BOT（Build-Oper-
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让）模式实
施“污泥干化减量”项目，污泥减量70%
以上。深圳市建立玻金塑纸、废旧织
物、废旧家具、果蔬垃圾等九大类垃圾
分流处理体系，可操作性强，利用率高。

建设“垃圾银行”。山东省威海市
在景区建设“垃圾银行”，游客捡垃圾累
积到一定数量，就可以换门票、礼品，从
而吸引游客加入环境保护队伍。

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河南省许
昌市构建“废旧金属—再生金属加工—
装备制造”产业链，促进再生资源与新
材料、电子信息与高新技术服务等领域
有机结合。辽宁省盘锦市推进农作物
秸秆和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正
着力构建县（区）域“水稻种植—畜禽养
殖—有机肥生产”的种养结合型生态农
业循环发展模式。

因地制宜做出文化味。江西省瑞金市
为深度挖掘当地红色文化资源，对一座大
型废弃矿山进行改造，建设红色文化实景演
艺项目。

（本报三亚12月12日电）

“无废城市”——这是一个看上去稍显陌生的概念，却已开始逐步渗透人们的生活。
12月10日至11日，2019“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推进会在三亚举行。随之而来的，不仅有众多

专家学者、技术企业及协会代表，还有“无废家庭”“无废社区”“无废饭店”“无废景区”等系列场景构
想和实践，以及关于未来建设工作的探讨交流。

遥远的概念被拉近。去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今年4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首批11+5“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和地区名单，三亚成
为我省唯一入选城市。省生态环境厅厅长邓小刚介绍，我省正在推动的“禁塑”工作，积极探索如押
金回收制、智能化固体废物资源回收设备投放等，都可视为“无废城市”建设的新探索。

那么，“无废城市”究竟什么样？为何三亚被选中？专家为建设“无废城市”支了哪些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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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投放的智能垃圾分类柜。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相关链接

广东省深圳市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安徽省铜陵市
山东省威海市

重庆市(主城区)
浙江省绍兴市
海南省三亚市
河南省许昌市
江苏省徐州市
辽宁省盘锦市
青海省西宁市

河北雄安新区（新区代表）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代表）
中新天津生态城（国际合作代表）
福建省光泽县（县级代表）
江西省瑞金市（县级市代表）

11+5个
试点城市和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