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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政策的变化及其效果分析 *
———以日本名古屋市为例
王摇 军1,2 ,邱少男1

(1. 青岛理工大学,山东青岛 266033;2. 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山东青岛 266071)
摘摇 要:垃圾的正确处置是建设生态城市和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文分析了中国垃圾分类收集处
置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以日本名古屋市为例,分析了垃圾处理政策的转变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果,提出了中
国垃圾分类收集处置工作的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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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目前中国城市垃圾人均年产生量约为 290 -440

千克,且以每年 8% -10% 的速度增长。 垃圾的历年
堆存量达到 60 多亿吨,大多数城市生活垃圾采用传
统的混合填埋处理方式进行处置,不仅浪费了垃圾
中的有用成分,同时造成了资源、人力和土地资源的
巨大浪费以及二次环境污染。 若对这些生活垃圾进
行分类排放、资源化回收利用,则每年可产生 7 000

1摇 名古屋市垃圾处理的主要对策
名古屋市是日本中部地区的工业商业交通中
心,其 92% 的区域为城区,其余的土地也多为河流
和农田,受“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冶 发展方
式的影响,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名古屋市垃圾最终
处置量增 长 速 度 较 快, 从 1985 年 的 74 万 吨 增 至

万吨肥料、1 500 亿立方米的沼气、近 10 亿立方米的

1998 年的 102 万吨,原有垃圾填埋场已趋于饱和,

作为一种新型战略性资源,垃圾的正确处置和资源

紧缺,市辖范围内没有可用于建设垃圾填埋场的场

化利用将会成为今后国内各城市发展循环经济、实

地。 因此,名古屋市政府制定了用藤前海滩湿地建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作重点。 而垃圾的资源化利

设新垃圾填埋场的计划。 但是垃圾填埋场建设项目

建材以及部分可资源再利用的纸张、塑料和金属。

用前提是分类收集,近 10 年来,国内多个城市相继

建设新的垃圾填埋场迫在眉睫。 但是由于土地资源

在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环节,遭到了市民的强

开展了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但取得的效果并不

烈反对,在市民保护海滩湿地生态环境的强烈要求

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是垃圾分类收集的目的性不

下,名古屋市政府被迫于 1999 年 1 月取消了藤前海

清、政策不配套、技术不合理、公众参加不踊跃等多
种因素所致。 日本名古屋市通过调整垃圾管理政
策、优化分类收集过程、以资源化促进最终处置垃圾
减量化方面的经验做法,对中国加快完善垃圾分类

滩垃圾填埋场建设计划。 为应对垃圾危机,同年 2

月市长发表了《 垃圾紧急事态宣言》 ,市政府开始推
行垃圾管理新政策( 以下简称“ 垃圾新政冶 ) ,要求全
市的企事业单位和市民按照“ 垃圾新政冶 之相关规

收集体系建设、减少垃圾的最终填埋量具有非常重

定,开展垃圾源头减量化、分类投放、分类收集、促进

要的借鉴作用。

资源回收利用,以减少垃圾填埋场压力。 从此,名古
屋市开始转变垃圾管理对策,加快了垃圾分类收集
和资源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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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相关法规规章;二是转变管理对策。 对垃圾

资源管理能力的政策研究,课题号为( K1954-4)

资源化处理为主冶 的方向转变,实现了从垃圾安全

*

日本国环境省 2006 年度科研课题:关于提高日中韩城市废物

管理由以前的“ 全面回收、安全处置冶 向“ 减少排放,

8

王军等:垃圾处理政策的变化及其效果分析

填埋向“3R冶 的转变;三是强化垃圾分类措施。 大力

源回收再利用费用逐年增加,管理费和设施折旧费

贯彻《 容器包装循环利用法》 ,严格执行垃圾分类收

浮动较小,各项成本的分配趋于合理化。 此外,由于

集制度,在资金及税收方面强化对垃圾收集及资源

垃圾分类效果显著,减少了废物排放量、提高了资源

化企业的支持;四是改变垃圾管理规划的预测方式。

化水平,节省了新填埋场的建设费用,间接经济效益

将以往的“ 以增加垃圾排放量为前提冶 转变为“ 以削

显著。

减垃圾最终处置量为目标冶 的规划模式;五是改变

3摇 中国垃圾分类收集存在的主要问题

垃圾的最终 处 置 对 策。 将 以 往 的 “ 确 保 填 埋 场 用
地、不断建设新填埋场冶 转变为“ 积极采取措施延长

2011 年,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进一步强调了要

现有填埋场使用寿命冶 的垃圾处置对策;六是加强

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表明国家已充分认识

市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与合作。 市政府与社会团

到加强垃圾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体联合开展了 2 300 多场次宣传培训,向市民普及

州、青岛等多个城市开展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成

民积极开展垃圾减量排放及分类排放。 同时市政府

效甚微。 各城市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暴露出来的

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市民提高资源环境意识,鼓励市
积极组织开展可回收利用垃圾的资源化循环利用,
将所回收的塑料容器包装运往新日铁名古屋工厂等
用于生产过程,既扶持了资源回收企业,促进了就
业,也为生产企业提供了廉价的原料和燃料。

2摇 名古屋市“ 垃圾新政冶 的实施效果

近 10 年来,国家有关部门曾选择北京、上海、广

问题主要体现在认识层面:客观地说,大多数人在环
境保护方面的认识还基本停留在较浅的层次,关注
多,认知少;抱怨多,行动少;理论多,实践少。
一是公众的环保意识存在“ 两层皮冶 现象,一些
人嘴上常挂着环保,对垃圾分类收集表现出极强的
热情和支持态度,但是当要求落实分类工作责任时,

2. 1摇 环境效益

就会寻找种种借口逃避。 二是部分地方政府管理者

-117 万吨,人均垃圾排放量由 1 258 克 / 日降至 867

集及资源化重要性的认识,不重视垃圾分类收集工

回收量从 15 万吨增至 39 万吨,资源回收量约增加

决垃圾问题存在错误认识:认为垃圾问题就是一个

1998-2005 年名古屋市垃圾年排放量约为 109

的环境意识缺失。 一些地方政府缺乏对垃圾分类收

克 / 日,削减了 31. 1% ,填埋量削减了 60. 7% ;资源

作,缺乏必要的配套政策和措施;一些地方政府对解

了 160% ,极大地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垃圾焚烧量从

102 万吨降至 72 万吨,垃圾最终填埋量从 28 万吨
降至 11 万吨,减少了垃圾最终处置量。 2005 年名
古屋市人均资源回收量为 489 克 / 日,远高于日本全
国的平 均 水 平。 由 于 垃 圾 焚 烧 量 的 减 少, 1998 -

2001 年名古屋市二氧化碳排放量削减了 10. 7% ,氮
氧化物削减了 6. 8% ,颗粒物削减了 10. 2% ,二噁英
类削减了 90. 3% ;同时由于减少了最终填埋量,对

地下水及生态环境的影响明显降低,环境效益显著。
2. 2摇 经济效益

1998-2005 年名古屋市的垃圾处理支出费用由

516. 4 亿日元增至 563. 3 亿日元,增加了 9. 1% ,主
要由两方面因素构成:一是公共支出部分。 由于提
高了垃圾分类和资源化水平,增加了约 16. 98 亿日

元的运输费及人工费等。 二是企业方面。 由于实行
延伸生产者责任制度,使企业负担的费用约增加 30

亿日元。 但是 2001 - 2004 年名古屋市垃圾收集处

理总费用有所降低,废物最终处置费用逐年减少,资

单纯的财政投入问题,只要钱到位,就可以解决。 表
现方式就是把垃圾分类工作简单化和行政化、当作
“ 举手之劳冶 ,不做深入调研,不制定切实可行的相

关规划、方针和实施方案,不制定符合实际的基本分
类方法、不向公众进行相关知识普及;还有一些地方
政府只是在做秀应对新闻媒体,口号喊得很响,但是
不认真组织开展工作,不贯彻落实分类办法,不进行
有效监管。 三是一些城市管理部门和环卫部门的环
境意识淡薄。 不少试点城市的环卫管理部门缺乏对
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过程的科学策划和指导监
督,加上一些环卫工作人员自身素质等原因,在垃圾
收集过程中,常常将试点居民按要求分类排放的垃
圾混扔到一个收集仓内运到垃圾处理厂,既严重挫
伤了公众垃圾分类排放的积极性,又使可再生资源
难以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回收,使资源再利用的原
料质量难以得到保障。

4摇 名古屋市“ 垃圾新政冶 的启示

名古屋市通过实施“ 垃圾新政冶 ,在短时期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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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城市发展的最大难题,延缓了垃圾填埋场的使

施和资源回收再利用设施等。 国内各城市应因地制

用寿命,实现了由传统的线型经济社会向循环型社

宜地建设垃圾中转站及分选中心、垃圾堆肥设施、垃

会发展方式的转变。 在这场垃圾处理对策转变过程

圾焚烧处置设施、垃圾最终处置场等,不断完善垃圾

中,市民、企业、NGO 及媒体的通力合作也发挥了重

处理工艺,不断提高资源化率,确保垃圾的无害化处

要作用。 名古屋市垃圾处理的对策变化及“ 垃圾新

置。 应大力提倡住宅区“ 单元式冶 生活垃圾处理处

政冶 的实施效果对中国当前各城市推动垃圾分类收

置设施建设,以缓解垃圾运输及集中处置的压力。

集和发展循环经济具有明显的借鉴作用。

4. 4摇 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4. 1摇 健全相关法规规章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提高全社会环境意识,鼓

名古屋市政府抓住城市土地资源短缺、建设垃

励公众参与,建设资源循环型城市具有重要的推动

圾填埋场的场地紧张,市民环保热情高涨的有利时

作用。 名古屋市通过发表《 垃圾紧急事态宣言》 ,告

机,转变观念,积极实施政策引导,全面落实国家相
关法规并出台相关的规章指导各社会主体的垃圾减
量化、分类收集及资源化利用行为。 借鉴名古屋市

知市民垃圾排放处理现状和危害,政府与社会团体
就“ 垃圾新政冶 这个主题,联合开展 2 300 多场次宣
传教育和培训,使市民充分了解并不断深刻反思垃

相关工作理念和做法,应结合中国各地区实际,在现

圾大量排放的严重性,引导市民对环境问题的正确

行法律基础上加快立法进程,建立完善的法规规章

认识、理解和关心,鼓励市民积极开展垃圾减量化及

并制订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制度和实施细则,严格贯

分类排放。 中国目前已经出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彻落实,以保障垃圾分类收集工作的顺利实施。 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 》 ,

地方政府应在国家的城市管理框架下,结合本地实

旨在推进和规范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企业公

际,分别制定垃圾分类管理的相关法规或政府规章

开环境信息,维护公众获取环境信息的权益,使其掌

以明确各垃圾分类收集处置的责任主体,并辅之以

握环境问题的实际情况。 各城市政府和相关企业公

配套的政策:明确社会各相关主体( 政府、企业、公

开环境信息对提高全社会环境意识,鼓励公众积极

众等) 在垃圾处理体系框架中的责任;强化垃圾排

开展垃圾减量化及分类排放具有重要的引导和示范

放者的责任和义务,推行延伸生产者责任制度。

作用。

4. 2摇 完善垃圾分类收集相关制度

4. 5摇 引导强化公众参与

同时分别引入家庭和企业专用垃圾袋制度,对各责

公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名古屋市除通过培训等

任主体排放的垃圾实行全面收费。 中国各城市应通

方式引导市民积极主动参与“ 垃圾新政冶 ,还经常举

名古屋市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系统,

过制定相关政策、完善垃圾分类排放基础设施、提供

垃圾分类应政府引导,但在推进过程中离不开

办以市民为主体的听证会,通过利害关系方、专家、

分类技术指导、加强垃圾分类收集方法和相关知识

市民三方的交流和协作,将学术上的专业知识和地

的普及等措施,引导公众的垃圾分类排放行为。 各

区社会、日常生活中培养的经验结合起来,为政府作

城市应建立简单易行的垃圾分类方法,而不使其成

出正确的决策提供参考。 国内各城市应强化 NGO、

为公众的负担。 完善垃圾收费制度,对于生活垃圾

媒体、新闻工作者的作用,提高公众的垃圾分类排放

采用分类计量收费制度,以提高公众垃圾减量排放

的相关环保意识,引导公众积极主动参与垃圾分类

和分类排放的积极性。 合理设置垃圾分类收集设

收集及资源化工作。 此外,地方政府在做决策前,还

施,可以先选择部分居住区进行垃圾分类收集试点

应多举办以一般公众为主体的听证会,听证会应保

工作并总结经验,进行推广;对有条件地区可以考虑

证参与者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充分发挥公众在保护

建设城市垃圾分选中心,以实现生活垃圾的高效分

环境、防止身体健康和环境受到损害等环境事务决

类收集,提高垃圾的循环利用和资源化率。

策方面的主体作用。

4. 3摇 建设垃圾资源化设施

为加快资源循环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名古屋市

积极完善垃圾资源化及配套设施的布局和建设,先
后在市区建设了中转站、分选中心、垃圾焚烧处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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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Changes and Effects of Waste Disposal Policy:
A Case Study of Nago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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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aste disposal is an important link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鄄

cycling economy.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the main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domestic municipal waste-classifying

collection disposal. Taking Nagoya for example, the authors have clarified the effects of changing waste disposal
policy on the c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proposals for the domestic municipal waste classifying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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