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商横行、 回收人员随
意搭建临时回收点、 回收物
乱堆乱放、 无人回收的低值
物品随意丢弃、 大件垃圾更
是到处堆放……这些与我们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严重地影响了社区环境卫
生， 存在安全隐患。 减少垃
圾， 保护环境， 再生资源利
用起到重要作用。 今年5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4个部委
联合印发的 《循环发展引领
行动》 提出， 到2020年， 我
国整体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
值要达到3万亿左右的目标。
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
台， 再生资源产业步入发展
的春天。 然而， 正处于发展
初期的再生资源产业仍存
在着回收体系无序 、 产品
标 准 缺失 、 产业规模小 、
技术落后、 管理水平较低等
多重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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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试点小区每天回收废纸

百公斤

上午9点多， 世华水岸小区
的张大爷拉着一辆小推车， 来到
废品回收点， 将一周的报纸及纸
质包装品交到回收人员手中。

“大爷， 您看一眼， 8公斤，
1块4一公斤， 一共11块2啊！” 小
区废品回收人员肖华从胸前的包
里掏出零钱， 交到张大爷手中。

世华水岸社区占地面积32万
平方米， 社区共由4个院落18栋
多层板楼组成 ， 共有住宅 1782
户， 现入住1080户。 小区设有分
类垃圾箱、 再生资源回收点及预
约上门交易三种垃圾回收方式。
北京市华京源再生资源回收有限
公司经理王纯告诉记者， 小区共
安置了7组分类垃圾箱， 指导居
民进行垃圾分类。 同时， 委派回
收员在再生资源回收点现场盯
守。 同时， 居民还可以通过APP
下单， 等待师傅上门交易。 一般
接到订单后， 回收人员会在5-10
分钟内给出反馈。

在丰台区， 像世华水岸这样
的小区有15个 ， 覆盖用户15000
余户， 居民的垃圾分类、 大件垃
圾、 低值物和再生资源回收都有
专业公司统一处理。

跟随华京源再生资源回收公
司的工作人员， 记者来到位于南
四环外的再生资源处理中心。 占
地67亩的处理场内， 设有废纸、
废塑料 、 废金属等六大分拣中
心 。 总经理胡世珍告诉记者 ，
2016年这里的分拣总量达到30万
吨， 其中废纸处理比例最大， 占
到20万吨。 而随着垃圾产生量的
不断增加， 30万吨的年处理能力
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前端回收车辆回到分拣中
心， 经过地泵秤重， 继而进入废
纸分拣车间。 五名工作人员将大
量废纸分类堆放在相应区域， 经
过分拣机的压缩定型， 成为边长
2米左右的正方体， 整齐地码放
在仓储区域， 等待被送往相应的
处理企业。

【问题】
企业投入多产出少

有专家指出， 目前我国再生
资源回收产业的 “散、 乱、 污”

现象较为突出。 再生资源加工利
用污染治理设施不完善， 有的甚
至没有相应的配套设施， 导致企
业的污染治理水平较低。 在再生
资源的加工利用过程中， 容易产
生二次污染， 给大气、 水、 土壤
环境造成损害。 如此一来， 反而
与绿色低碳的产业发展初衷背道
而驰。

在再生资源回收产业的布局
中 ， 企业规模总体偏小 ， 无组
织、 无管理的小回收主体在整个
回收行业中所占比重较大， 企业
前废物处理产业化程度和市场集
中度较低， 缺乏大规模的龙头企
业， 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和集中
管理。 行业亟需构建专业、 规范
化的回收网络体系。

简单说来 ， 在北京 ， 一方
面， 是再生资源回收场地不足，
处理能力亟待提高； 另一方面，
从前端回收来看， 企业在回收再
生资源时投入的时间、 人力、 物
力、 财力， 与实际回收的再生资
源不成正比。

王纯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
“比如现在的市场行情， 废纸5毛
钱一公斤， 我们每天在小区内可
回收六七十公斤废纸， 需要投入
人工、 车辆运输、 处理； 那么实
际上废纸处理的成本远高于回收
利润， 为保证小区环境、 达到环
保要求， 累积不到成本回收的量
也要回收 ， 我们现在每 1500-
2000户设置一个回收网点， 但是
对于企业来说， 依然不赚钱。”

由于几乎没有利润 ， 在北
京， 专门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的企
业不足10家。

有些企业为更好地收集、 利
用再生资源， 将原有分散的废品
回收人员收编为员工， 继续从事
废品回收工作， 肖华正是从自由
的废品回收人员， 变成华京源的
正式员工 。 有了专门的回收人
员， 但对企业来说， 这也同时意
味着用工成本的上涨。

【现状】
建成三级回收体系

目前， 实现了再生资源回收
的小区， 在社区清出大件垃圾、
低值物和回收的再生资源后， 经
过专业公司分拣中心以及大件低
值处理中心最终流向造纸厂、 塑
料厂等利废企业， 或填埋场、 焚
烧厂等垃圾处理厂， 确保清运物
和回收物最终都有合理的去处，
不产生二次环境污染。

“目前主要流程是居民和物
业把大件垃圾和低值物实时送到
中转站， 确保社区环境的干净整

洁； 中转站作为临时集中存放大
件垃圾及低值物的场所， 作为降
低运输成本的手段； 公司每周从
中转站清运大件垃圾及低值物至
公司低值分拣处理中心。” 王纯
说， “我们建成了以中转站为归
集储运中心， 固定回收点为入口
以及华京源分拣中心为精细分拣
场所的三级回收体系。 这个回收
体系大幅缩短了再生资源回收流
通环节， 大量减少了因回收长链
条所产生的一系列的交通和污染
的问题， 同时解决了社区内由再
生资源引发的环境问题。 所有再
生资源社区内封闭运行， 规避了
游商走街串巷造成的社会不稳定
因素及二次污染的问题。”

同时， 社区内所有再生资源
经过中转站临时归集后直接运送
到公司分拣中心进行处理， 规避
了回收人员再运输到其他周边非
法集散地、 回收交易点引起的二
次流通的问题。

专业公司还设置了固定回收
点作为再生资源回收的唯一入
口， 社区通过村委联防执法打击
游商游贩， 杜绝非正规企业回收
人员进入社区及周边从事回收活
动， 杜绝游商占道及乱堆乱放等
造成的二次流通、 二次污染。

参照每1500-2000户配置一
个回收网点的原则， 以草桥社区
为例 ， 现配置了十个固定回收
点， 做到有序回收。 固定回收点
定时回收， 日收日清， 确保社区
地面环境干净卫生。 每个回收点
的设置时段为4个小时， 时段按
实际情况规划安排。

此外， 互联网时代， 不同的
专业公司研发了不同的APP， 集
再生资源回收、 交易、 公共服务
等功能于一体。

“我们开发的是绿定， 运用
O2O、 B2B、 B2C等模式， 打通
再生资源行业产业链， 为上游产
废环节、 中游回收环节、 下游利
废环节及政府间搭建最具专业性
的互联网+回收+交易+服务+节
能+宣传为一体的公共服务平
台。 居民、 企业可以通过手机微
信、 APP、 网址、 电话下单等方
式预约回收； 专业回收人员会按
时上门服务， 即时结算； 绿色运
输车队定时定点、 封闭运输再生
资源至专业分拣中心处理。” 王
纯说。

【发展】
多区将建再生资源分拣中心

“以我们目前回收的现状来
看， 规模扩大到年处理100万吨
比较合理。” 带领记者参观完废

纸分拣车间， 胡世珍说， “按照
政府的要求， 未来北京除东城、
西城、 石景山区外， 其他区县都
要建立再生资源回收场站。”

在业界一直有这样的说法：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 而垃圾
分类是资源化利用的第一步。 促
进垃圾分类处理网和再生资源利
用网的 “两网融合”， 既完善了
行业产业链， 又提高了垃圾处理
效率， 减轻了垃圾乱堆乱放的现
象。 因此， 推进垃圾分类处理网
和再生资源利用网的深度融合，
首当其冲。

同时， 大力推广 “互联网+
回收” 的新模式， 促进大数据、
信息技术等在再生资源回收行业
的渗透与应用， 使交易市场由线
下向线上线下结合转型升级， 实
现上下游企业间的智能化物流。
通过信息技术， 优化回收网点与
物流资源， 减少行业中间环节，
提升回收效率， 降低运营成本。
企业应促进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向
信息化、 自动化、 智能化方向发
展， 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此外， 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将
向现代化、 集约化、 科学化方向
发展。

“目前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
还不明朗， 作为企业， 我们也希
望政府帮助再生资源行业摆脱发
展困境。 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
的重要作用， 完善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基础设施， 为企业发展提供
良好的平台。” 王纯说。

市城市管理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本市将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和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两网融合， 健
全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首先， 完善站点布局。 每个
社区至少明确一个交投点， 每个
街道至少明确一个中转站， 探索
将垃圾楼、 转运站升级改造， 变
成再生资源收集、 打包的场所。

同时， 规范源头管理。 引导
回收企业和个体人员规范经营。
鼓励相关企业兼营再生资源回收
业务， 采用APP预约回收、 上门
回收和积分有偿回收等方式 ，
促进最大限度的收集和方便市民
交售。

此外， 还将加快选址建设。
科学布局， 每个区至少布局一个
规范性再生资源分拣中心， 具体
数量根据辖区功能需要建设。 东
城、 西城和石景山区和其他区建
立工作协同机制， 实现分拣中心
共享。 分拣中心建成前， 每个区
可 利 用 现 有 的 闲 置 厂 房 场 地
建设 2-3个过渡性再生资源分拣
中心 ,保证再生资源回收工作的
有序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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