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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根与芽工作队员在做堆肥实验

公寓楼堆肥区

2020年春季的一天，赵丛清，王家塘

街12号院一位普通的物业工作人员，

正在院里查看小区居民垃圾分类的状

况，餐厨垃圾的分类堆肥区域剩了多

少肥料；他临时接到了一个电话，要

他去帮一户人家调整电路。这早已成

为了他工作中的家常便饭，但也正是

这种忙碌，让他感到充实、满足。

赵 丛 清 是 当 之 无 愧 的 “ 全 职 高

手”，——换灯管、修凳子、贴瓷砖、

种植、砌砖、修空调样样不在话下,他

对堆肥的技术很熟悉，是社区施肥、

就地减量的一把好手。

赵丛清提到的“堆肥”，是通过针对厨

余垃圾的堆肥处理，有效减少生活垃

圾填埋或焚烧量，进而鼓励公众参与

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法之一。中国城市

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重

量体积占50%左右，生物有机质垃圾

占比最高，主要以居民饮食产生的餐

厨垃圾为主。

“每家每户都是生活垃圾的源头，垃圾

也是碳排放的一个源头，源头减量、

就地处理就是在减少碳排。对于餐厨

垃圾，通过好氧堆肥方式和规范化管

理，社区厨余垃圾最后可以被用作绿

植养护的肥料。”成都根与芽的魏蔚对

于餐厨垃圾堆肥有着深刻的认识。

相对于其他的垃圾处理方式，在城市

社区中就地针对厨余垃圾的堆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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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低、方法易掌握，且对城市气候变化减缓有积极的

效果。

现在,成都八宝街社区王家塘街12号院餐厨垃圾每月处

理量达到0.8吨左右。

“他们最不容易，一开始都是她们做，前面几个月都厌

氧了，味道特别大，盖子都盖不住。后面找到了合适的

方式，温度上去了，有时能到70多度，味道都在大家可

接受的范围，现在大家都很配合和欢迎，因为对大家、

对环境有好处。”赵丛清嘴里的她们，是成都根与芽的

团队。

“垃圾应该分为可回收物、餐厨、有害、其他垃圾四

种，国家重视环保，宣传不少，大家都知晓，加上根与

芽的推动，他们更认同了，不需要去盯着教育。我们垃

圾分类，让厨余垃圾变成肥料，小区的花草有了肥料，

还会减少将餐厨送往填埋场、焚烧厂的处理量。一举

多得！”。

探索	

作为一家关注垃圾可持续管理的本土组织，成都根与

芽不仅在社区开展工作，也经常组织公众活动，通过讲

座、体验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分类，实践堆肥。这些

得到了居民、公众的积极回应，拉近大家与生态环保之

间的距离。

成都根与芽项目负责人魏蔚最担心的是堆肥过程中的诸

多技术问题，这对于她的团队是个新挑战。“瞧，在土

表堆了大量树皮树枝树叶枯草保水保湿，有利于植物生

长，对土壤也很好，就是很难在城市社区推广。”

2017年6月，发改委、住建部发布《垃圾强制分类制度

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到中国46个城市强制实施垃圾

分类，成都也在强制分类城市名单中。自方案实施以

来，不仅成都市政府，各类民间组织也积极响应。但是

由于具体的政策法规措施未出台，分类清运未配置完

善，是开展社区分类工作的巨大挑战。尽管在公共区

域，许多政府投入做过高级的智能分类箱，依旧不能达

成分类。除了社区宣传力度不够之外，垃圾分类涉及到

的部门过多，制定的考核指标、部门间的合作分工也存

在不清楚的地方。

大概从2016年开始，成都根与芽在12号院社区开展活

动，到现在，赵从清已是堆肥项目的资深志愿者。开始

院内的厨余垃圾堆肥项目的开展却十分艰难。由于担心

社区堆肥会发臭、有蚊虫，当时没有小区愿意在自己的

公共区域开展混合厨余堆肥的尝试。

原四川大学教授张雪华，曾在印度班加罗尔作为项目顾

问参与过堆肥的项目，和成都根与芽一起在社区居民的

沟通中，现身说法，社区居民了解印度厨余垃圾堆肥分

散处理的成功案例，最后答应在小区公共区域尝试。魏

蔚说，厨余垃圾堆肥项目需要扎根基层社区，对项目

人员有很高要求，而且项目的成功和可持续性能不能

得到保障，地方政府的参与也很重要。“堆肥项目资金

来自于基金会，还有少数政府的配套资金。“我们在12

号院开展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要撤出，由社区自己来

管理。”

在中国，有经济价值的垃圾回收比重较高，难点在于处

理餐厨和有害垃圾。2015年6月，财政部、税务总局联

合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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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搭建起垃圾分类市场化框架，政府、市场、居民共同参与垃圾分类，政府购买服务

资料来源：《四川日报》2014年7月22日

政府

成都市垃圾分类市场化框架图

市场

绿色地球、“为户利”
● 垃圾处理运作
● 综合技术研发
● 市场推广

● 养成垃圾分类习惯
● 定期清理家中废旧用品
● 通过垃圾分类兑换日用品

● 启动基金补贴
● 垃圾分类配套设施建设项目资金
● 相关政策性扶持

政策扶持、补贴 鼓
励

积
极

参
与

垃圾投放、积分兑换

垃圾集中回收、积分回馈

（专业外包公司）

居民

该通知主要是增加了对再生资源类的税收优惠。成都

餐馆的厨余垃圾有专门的回收处理公司进行回收，但是

小区里的厨余无法定点收集，回收公司可以获得政府的

补助，而自发组织居民参与堆肥工作的民间组织，由于

身份和处理量问题，不能像公司那样申请补贴，产生收

益，可以通过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获得支持，但大部分还

需要己找项目资金来源。

成都根与芽受到了其他国家经验的启发，使用每户分散

收集、小区集中处理的模式，也源于经过改良的堆肥技

术在世界各地越来越普遍，大至百万人口城市的处理，

小到社区的处理都有十分成功的案例。

2016年，魏蔚作为中国民促会支持的中欧民间组织互

换项目气候变化与低碳领域的伙伴，被派到享有森林城

市美誉的拉托维亚首都里加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工作交

流；成都根与芽理事长罗丹受邀去印度班加罗尔考察学

习，了解印度班加罗尔市的厨余垃圾堆肥情况，并将所

见所闻带回机构分享。

在欧洲，人们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餐厨好氧堆

肥。在印度班加罗尔市，居民通过自发的方式在社区和

家庭用堆肥方法来处理垃圾，并在高密度社区成功地推

广厨余不出小区的堆肥模式，大部分小区采用的厨余垃

圾处理方法都是集中就地堆肥模式，通过添加干树叶、

椰渣等，作为堆肥干物质，辅以生物菌种，让厨余垃圾

得到充分降解，充分降解后的厨余垃圾转化为天然有机

肥料，解决了垃圾堆肥的味道问题。从源头进行有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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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班加罗尔的家庭堆肥

欧洲堆肥

弃物管理，在社区内部实现废弃物减量和资源化再利用。

“在里加市区的公园，有一座巨大绿色落叶堆肥“山”，这座

“山”约10米高，4-5米宽。枯树层由黄到黑，棕黑的堆肥

废液沁润着周围土壤，散发着微微发酵的酸腐味，而堆肥山

旁人们在愉快地交谈，嬉戏玩耍，丝毫没有回避的意思。成

都根与芽从2011年开始，从城市农耕到木料再到社区堆肥，

真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看到垃圾分类逐渐普及

开来，也是对自身工作的肯定。我们挺坚持的，堆肥才能做

成，虽然漫长。”魏蔚笑着告诉我们。

在印度班加罗尔，居民的工具设备很多，专业性强。印度民

间组织倡导了很多年，政府才出台了一个政策，“厨余垃圾

不出小区”，用强制分类的手段，2008年以来，班加罗尔已

有近1000个社区建立了厨余堆肥体系，居民自发通过家庭

和社区堆肥方法来处理厨余，已在高密度社区成功推广厨余

不出小区堆肥模式。班加罗尔越来越多的居民在自己社区内

实践堆肥，社会对堆肥的接受度很高，已建立“堆肥体系设

计-堆肥设施生产-堆肥日常管理-成熟肥销售”的产业链。

在中国和印度国情不一样，成都根与芽虽然不能照搬，但可

获得启发。

除成都王家塘街12号院之外。已有越来越多的社区咨询公

共空间堆肥的事情，希望能参与其中，不过就地处理有场

地、资金投入、人员投入等前置条件的要求，所以不是每个

社区都有条件开展。

2018年6月，成都市出台《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

（2018—2020年）》，垃圾分类的工作任务被分解到政府不

同部门，35个街道被要求进行分类清运试点及以减量为指

标的考核任务，成都市以民政局为代表的政府职能部门也介

入到社区垃圾分类工作中，成都市政府希望社会组织更多

参与到垃圾分类事务中，以垃圾分类为切入点提高社区治理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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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余垃圾（左）和肥料（右）2018年，机缘巧合，成都根与

芽受到万科基金会支持，与遵道

镇（现为九龙镇）政府合作，启

动垃圾可持续管理规划项目试点，

2019年，他们在遵文社区（原）

开展餐厨垃圾及绿化定时定点收运

和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工作，

将居民餐厨垃圾进行就地堆肥处理

并用于绿化。项目开展后，遵文社

区每月处理的厨余垃圾和绿化垃圾

可达到3吨。

“乡镇一级的社区与城市社区相比

在堆肥场地的选择上有更多空间，

而随着人们对于中国农村环境治

理关注度的提高，当地政府也愿意

参与其中，提供一定的场地和堆肥

人员支持。居民对于环境公益活

动参与的兴趣也越来越高。”魏蔚

回顾自己举办的很多公众环境教

育活动，不光是普通的垃圾减量，

而对城市气候变化减缓方面也有

协同的效果，在例如堆肥、废物

改造课堂讲座分享活动时也有意

识的加入这些内容。发现居民们

现在不再是喊口号、看热闹，而

是发自真心的去参与。社区居民

们从以前的漠不关心到后来愿意

参与和现在的很多成为环保志愿

者或者环保爱好者，他们了解到

垃圾的减量能够对气候变化带来

积极的影响。现在，魏蔚举办的

线上垃圾减量的打卡活动，很多

居民主动报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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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倡导的环境公益活动不仅是在

积极倡导和推行中国政府的环保政策，也给环保意识已

经提高的民众的环保热情找到了一个可以身体力行的

出口。

成熟

上海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先进的地区，基础设施、政策配

套在全国都处于前列。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是全国范围内首次在省级人

代会上表决通过的生活垃圾管理地方性法规。上海已经

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对于厨余垃圾的处理方

式，前端是由居民投入厨余垃圾桶，环卫统一收集并运

送至专业的厨余垃圾公司进行集中处理。

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服务中心（以下称“爱芬”）是上

海市第一家做垃圾分类倡导机构。早在2011年，他们

在社区把生活垃圾里分了11类，那个时候上海没有完善

的垃圾分类系统，他们带着需求和政府去聊；餐厨垃圾

就去网上找过回收餐厨的公司，请他们在收运时候，能

把小区捎上，他们还去和衣服制造商去聊，设立衣物回

收箱，过期药品建立药监局回收途径，爱芬把基础设施

及社会资源对接，获得不错的效果，经过他们经手过的

社区，分类率达到70%以上。爱芬也参与了《上海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正案的立法座谈，贡献了民间的

建议。

2011年，世博会之后，上海市政府由市绿化市容局、市

妇联牵头，市文明办、市教委、市金融办、市环保局、

市科协联合参与的“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要先

行”的项目》，在2011年至2013年的三年时间内，对全

市百万户家庭进行环保知识普及、培训，大力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减量工作。这么多年过去了，上海市政府垃圾

分类工作取得了不小成就。2019年7月1日，上海市试

行了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该制度以及实行办法有望成

为全国垃圾分类制度的先导、典范。在该制度下，上海

居民严格遵守分类方法，违反者会面临罚款甚至更加严

重的处罚。这次上海垃圾分类试点项目取得了实打实的

成果，为中国环保事业的推进做了极大贡献。

关于垃圾处理相关的政策在中国各级政府的推动下日趋

完善。2017年6月，发改委、住建部发布《垃圾强制分

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确定到2020年底，重点城

市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分类，垃圾分类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制度体系基本建立，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

和产业化体系基本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公众基本接

受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典型模式初步形成。2018年12

月，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

作方案》，从60个城市中选取了11+5个城市和地区，作

为“无废城市“建设试点。这一目标对相关城市提出了

很大挑战，上海市经验值得全国借鉴。很多地方政府到

爱芬取经，爱芬现在逐渐转型开启咨询业务，培训其他

地区的工作人员，把经验对全国输出。

但是即便从前端解决了居民意识提升和行为转变，垃

圾分类处理设施和方案是难点，地方层面立法并不是

一个一蹴而就的情况，居民层面的理解和认知是立法的

根本。

其实，垃圾分类可以看成是一个产业链条体系，爱芬

执行顾问马晓璐认为，基础建设有难度，体系建设有过

程，全国分类工作自2000年以来，进展缓慢，参与率和

有效分类率普遍不高，上海市的立法，居民分类率做的

很高，很大程度上，还是跟政府、社区、民间组织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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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倡导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从另一方面说，在地区基础设施和链条未能充分建设的

前提下，如果能合理解决堆肥的成本获得经济收益，像

印度那样推广，在社区自发的开展厨余垃圾堆肥试点，

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模式。

结语

 “中国厨余垃圾处理形成完善的产业链需要时日，但政

府在倡导，群众已经慢慢接受垃圾分类，政府希望社会

组织更多参与到垃圾分类事务中。”对于垃圾处理，更

多民间组织走出了困惑，对于未来，魏蔚有信心。

随着“推进生产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加快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被写入中国“十三五”规划，中国的生活垃圾

分类已成为国家战略。2019年2月，住建部要求所有地

级及以上城市要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19年7

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2019年

10月16日至11月13日，北市城市管理委起草《北京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正案》公开征求意见。在中国，垃

圾分类有望成为长效机制，中国公民应对气候变化的减

缓方式也许很快都将从垃圾分类慢慢铺开。

在中国，各级政府出台的垃圾处理相关政策和举措，让

垃圾分类和垃圾循环利用的理念获得普及和推广，也让

成都根与芽这种植根于社区垃圾分类及推广机构获得助

力。如果说国家政策和上海政府的有关举措是自上而下

的号召，那么来自成都根与芽在垃圾堆肥方面的对于社

区垃圾堆肥的推广则是自下而上的身体力行。这种垃圾

分散处理的模式对于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减缓、动员社区

居民参与到气候变化应对和推动垃圾资源化也许有着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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