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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环卫人员规模、市场空间

二、短板？

三、展望



一、环卫人员规模、市场空间

• 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改善人民生
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坚持
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
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
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 环卫行业的特性：环卫行业虽然目
前没有被列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实际上具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特征。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建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
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治理城乡生活环境
推行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加快构建废旧物资循环
利用体系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
加强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供给
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农业农村、公共安全、生
态环保、公共卫生、物资储备、防灾减灾、民生保障等领
域短板
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实施
河湖水系综合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环卫从业人员有多少？

2017年10月02日 ( 来源：人民网-海南频道国庆第一天：海
口万余环卫工人力保城乡清洁) 国庆长假第一天，海口市环
卫系统12400余名环卫系统干部职工奋战在城乡环境卫生第
一线，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力保城乡清洁，努力为广大市
民和中外游客营造整洁卫生、和谐文明的假日环境。
注：海口市常住人口232.79万人（2019年）

深圳市全力抗疫，5万多名环卫工人未曾停歇一天
(广东环卫2020-03-11 )

我国环卫人员：约30人/万人服务人
口，按照14亿人口需要估算，需要
520万人。如果不看废品收集、利用
人员，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台湾的“两网
融合”过程



1964年东京奥运会对东京生活垃圾收运方式的改变也有显著影响。1961年为迎接
奥运会到来，一个特别的举措是怕影响城市景观，取消垃圾箱，这一举措的来源
主要是美国专家建议，美国专家建议如下：
  1）采用带盖的塑料垃圾桶，禁止垃圾桶中翻检垃圾；
  2）增加卫生巡逻人员或垃圾监管人员，打击街道上非法倾倒垃圾；
  3）推行机械化垃圾收运，增加垃圾收运工人的职业自豪感；
  4）通过加强居民、社区、学校宣传教育，增强垃圾收运与居民合作。
   要求居民在固定的时间将生活垃圾投放在固定地点的垃圾筒中，这一要求对后
来日本垃圾管理带来重大影响。首先，采取固定的时间将生活垃圾投放在固定地
点的垃圾筒措施，使得社区在生活垃圾收集中的角色或作用得到延伸，社区成为
落实生活垃圾收集服务要求的主体。社区在追求环境整洁、安全以及避免脏乱的
过程中也提高了居民的环境意识；其次，与第一点密切相关，拾荒者在居民房屋
前翻检垃圾筒变得不可能，因此，事实上，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拾荒者突然全
部消失。
    日本生活垃圾也曾有“两网”，但没有经历融合或衔接，其中拾荒者快速自
行消失，有强制成分，但更多是经济发展水平使然，可谓水到渠成。东京在1964
年开始推行定时定点倾倒垃圾，当时并没有分类要求，卫生整洁是第一位的，提
倡垃圾分类资源化是30年后的事了。日本生活垃圾收集从垃圾箱到垃圾桶再到垃
圾袋，完成三次蜕变，前两次都还没有分类收集，到最后一次才开始分类收集。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与垃圾桶既有关系也没有关系，有心分类，没有垃圾桶也可以
，无心分类，有桶有何用。

日本的“两网融合”过程：日本人如何看废品回
收、今日日本人“无垃圾桶”情景与我们废品回
收的情景是如此相似！

全国商业部门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
照耀下，应该向新会学习，抓紧废物利用这一环
节，实行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扩大加工，
变一用为多用，勤俭节约，变破旧为崭新，把工
农商学兵联成一片，密切协作，为全面地发展生
产服务，以便更好地实现勤俭建国、改造社会的
任务。周恩来一九五八·七·七”



环卫行业市场空间？

• 日本：2009-2018年，人均用于
环卫方面的经费16200-18000日
元，相当于人民币1000-1200元。

• 人均GDP4万美元（2019年）

• 中国大陆人均GDP约1万 美元
（2019年）

• 如果大陆人均环卫投入300元人
民币，环卫市场年度费用就达
4200亿人民币。



纽约环卫部门：
1881年成立
目前有约1万人
服务人口850万居民



汉堡环卫
员工：3302（2019年）
产值：3.89亿欧元（2019年）
人均产值：12.1万欧元



柏林环卫
员工：5409人（2019年）
产值：6.05亿欧元（2019年）
服务范围：890 平方千米
服务人口：330万人



慕尼黑环卫：
成立时间129年（1891年）
产值：2.18亿欧元（2018年）
员工：1572人（2018年,来自27个国家）
人均产值13.9万欧元（2018年）



环卫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与服务收费水平

• 瑞士一家咨询公司（TBF)研究德国与瑞士生活
垃圾焚烧成本费用差别，其中德国折合人均年
支出24瑞士法郎，而瑞士折合人均年支出38瑞
士法郎，德国比瑞士低37%；一个汉堡在瑞士
价格是6.5瑞士法郎，同样一个汉堡在德国的
价格是4.2瑞士法郎，比瑞士低35%，可见汉堡
的价格差异与生活垃圾焚烧的成本费用差异非
常接近。

•  根据日本东京垃圾清扫部门公布的2016年运行
数据，东京23区21座生活垃圾焚烧厂成本费用
各不相同，并存在较大差异。吨处理成本费用
最低7560日元/吨（注：折合人民币约为470元
/吨；新江东垃圾焚烧厂,处理规模1800吨/
日。）；最高27406日元/吨（注：折合人民币
约为1700元/吨；涩谷垃圾焚烧厂，处理规模
200吨/日）；日本东京垃圾焚烧年人工费用平
均约为837万日元/人（注：折合人民币约为52
万元/人）。



废纸：2018年我国人均纸的消费量只有75千克
，低消费量难以达到高回收率。

1990-2018年我国纸和纸板产量以及人均消费量

二、短板？
回收利用水平很高，没有得到全面、客观的认识



人均纸的消费量更能够反映发展水平



PET塑料瓶回收率



我国塑料回收利用水平被低估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
房城乡建设部100个餐厨餐厨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试点项目，大部分选择厌氧
消化工艺。

几乎每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都有渗滤液处理厂，几乎每座渗滤
液处理厂都有厌氧消化处理装置，我国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有机垃圾厌氧消化处理厂

实际上我国生活垃圾厌氧处理规模是欧盟5倍以上！



欧洲生活垃
圾厌氧发展

来源：Bruno Mattheeuws



台湾外铺绿色能源工厂是台湾第一个厨馀垃圾厌氧消化处理厂，采用引进欧洲的技术工艺，运营并不如预
期，这个新闻反映出的问题在大陆也常见！
李中批外埔绿能源区是不平等契约 市府应尽速与厂商解约
2020/08/20 中时 陈世宗
     李中议员20日质询时指出，环保局报告清楚显示环保局送了1.2万公吨生厨余给外埔绿能源区却没有发
出一度电，厨余投料100公吨，却又产出了沼液73公吨、沼渣27公吨都要环保局负责清运，环保局来来回
回当厂商的货运公司，如果沼渣要拿去做堆肥，环保局跟民众收了厨余直接送去做堆肥就没事了，干嘛还
要送到外埔。另外，沼液有盐化的问题不能当水用，得送去废水处理厂处理，相关废水处理费用，通通没
有计算下去；环保局当初的主办人员，理应是有专业的高考及格人员，却签出这愚蠢的契约，显然不是受
到某些压力，不然就是官商勾结。环保局长就任已一年八个月，要尽速与厂商解约，不能再任由事态越发
严重。



国际无废运动的理想或标准是不接受填埋和焚烧，主张90%左右的垃圾都回收利
用；用国内时髦的语言解释就是采用用倒逼机制，促进垃圾减量和回收利用。



欧洲固废权威专家：零废弃=乌托邦



瑞典人均生活垃圾填埋量真的不到1%吗？
根据瑞典垃圾协会的统计数据，2018年瑞典的家庭生活垃圾人均产生量466千克，
其中人均焚烧处理231千克、占比49.5%；人均生物处理72千克，占比15.5%；材
料回收人均146千克，占比31.2%；建筑材料人均回收量14千克，占比3.1%；人均
填埋处理量3千克，占比0.7%。
同样根据瑞典垃圾协会的统计公报，瑞典2018年垃圾填埋量204.331万吨，其中
来自家庭的生活垃圾3.271万吨，表面上看家庭生活垃圾量填埋量占总填埋量
1.6%，其余是什么垃圾呢！由此可见，所谓垃圾填埋量很小，并不是真的很小，
只不过统计口径不同而已。从2014年到2018年的垃圾填埋量统计看，分别为
144.22万吨、166..22万吨、198.34万吨、211.73万吨、204.331万吨。

很多人真以为
瑞典生活垃圾
填埋量不到1%



新加坡提出零废弃目标是政治需要还是现实状况！

• 新加坡环境部门公布的数据，2018年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60%，这一结果的统计
口径是，垃圾产生量：770万吨，回收利用量：463万吨。新加坡居住人口570万
人（2019年），按照这一统计口径，人均垃圾产生量1.35吨/年,相当于3.7千克/
日。高回收率伴随高产生量。2018年新加坡4座垃圾焚烧厂垃圾焚烧量262.3万吨，
折合人均1.26千克。居民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2018年22%，2019年下降到17%



（四）因地制宜推进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稳步提升厨余垃圾处理水平。已出台
生活垃圾分类法规并对 厨余垃圾分类处理提出明确要求的地区，要根据厨余垃圾分
类收 集情况，按照科学评估、适度超前原则，稳步推进厨余垃圾处理 设施建设。
尚未出台垃圾分类法规的地区，以及厨余垃圾资源化 产品缺乏消纳途径的地区，厨
余垃圾可纳入现有焚烧设施统筹处 理。

①焚烧是短板！



2018年生活垃
圾收集量统计
（万吨）

2018年常
住人口
（万人）

人均生活垃
圾 收 集 量
（千克/日）

江苏 8029 8051 0.66 

浙江 5657 5737 0.82 

四川 8302 8341 0.46 

广西 4885 4926 0.39 

四 地
合计 5755 27055 0.58
全国 29460 139000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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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发展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提出，到2020年，垃圾焚烧处理率
达到40%。 

 “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2020年生
活垃圾焚烧能力是52万吨/日，全
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将占
比50%以上；东部地区60%以上。 

      预计到2020年底投入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超过56万吨/日。按照处理能
力估算，焚烧比例已经超过80%。



德国2018年生活垃圾量5026万吨，人均 1.7千克/
日。回收利用率67%，实际焚烧量2600多万吨。

德国1965-2017年垃圾焚烧量统计

如何理解德国：分出多了，
焚烧量增加；回收利用率高
了，焚烧量增加！

德国1985-2018生活垃圾中其他垃圾成分变化
（来源：德国环境部）



②农村生活
垃圾收集处
理是短板！



日本在1975年实现生活垃圾城乡收运全覆盖



③厕所是短板！

美好的人居环境：不
缺田园山水、不缺诗
和远方，独缺舒适厕
所。





   生态排水：  欧洲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以及
农业机械化在历史上几乎同步进行， 工农
之间在收入上的差别一直较。城市冲厕马桶
也同期在乡村得到应用。但是近十多年来，
欧洲发达国家，特别是在人口密度低的乡村，
干厕开始得到提倡和应用。

        采用冲水马桶和流行的城市排水模式，
粪尿上百倍的被稀释，不仅得不到回收利用，
而且造成水体污染。 随着乡村生活水平的
提高和污水量的增加以及环境要求和环境标
准的不断提高，乡村分散的生活污水需要收
集和处理。 城市已有的下水道及污水处理
厂模式或储存、车运、集中处理站处理的方
式费用都太高， 而采用干厕收集处理粪尿
便成了一个重要的替代方案。 这时生活杂
排水和雨水由于污染程度低， 可采用多种
低成本的方法（自然或人工）得到有效净化，
避免得污水输运所带来的费用。

厕所是衡量文明的重要标志，改善厕所卫生状况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健
康和环境状况。为了推动全球环境卫生的发展与改善，世界各界发起
了一系列的行动。最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厕所革命。在上世纪
90年代，我国就已经将农村改厕工作纳入《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
和中央《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11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
基金会启动了“厕所计划”，这一计划面向全世界没有下水道系统可用的
人们，旨在通过技术升级，提供低廉、卫生、可持续的如厕服务

不用水冲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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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厕密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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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柏林市不同区厕所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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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维也纳市公共厕所

• 面积约400平方千米

• 人口约170万

• 公共厕所约300座



三、展望 ①环卫行业碎片化有加重趋势
• 餐厨垃圾、园林垃圾、大件垃圾、

电子电器垃圾、医疗垃圾、废品、
装修垃圾、建筑垃圾等等分割管
理

• 不能利用的建筑垃圾去哪里？

• 2020年8月，习近平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 第六，夯实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基础。长
三角地区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不仅要在
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也要在生态保护和
建设上带好头。要把保护修复长江生态环
境摆在突出位置，狠抓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整改，推进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加强化工
污染、农业面源污染、船舶污染和尾矿库
治理。要推进环太湖地区城乡有机废弃物
处理利用，形成系列配套保障措施，为长
三角地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提供借鉴，为
全国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作出示范。



②农村生活垃圾究竟如何处理目前还没有形成共识

• 农业农村部2019年10月21日发布，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仗，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稳步推进。目前，全国80%以上行政村的农村生活垃圾得到
有效处理。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018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同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生活
垃圾治理和污水治理。其中，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推进的覆盖面广、进展快，
是见效明显的一项。目前，已清理各类农村生活垃圾4200多万吨。农业农
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副司长 何斌 ：从目前来看，现在全国大概80%
以上的农村生活垃圾都得到了处理，比2017年大概提高了七个百分点。何
斌介绍说，目前，全国已有11个省、区、市通过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整省
验收。但目前，农村垃圾治理仍然存在着治理方法简单粗放、长效机制不
完善、偏远地区垃圾遍地等问题。

• 某经济发达省的提法，“优先利用城镇
处理设施处理农村生活垃圾，自行处置
的应选择符合农村实际和环保要求、成
熟可靠的终端处理工艺，推行卫生化的
填埋、焚烧、堆肥或沼气处理等方式，
禁止露天焚烧垃圾，逐步取缔二次污染
严重的简易填埋设施以及小型焚烧炉
等。”从这个省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实
际现状看，没有“利用城镇处理设施”
的地方，实际上就是采用简易填埋或小
型焚烧，号召逐步“取缔二次污染严重
的简易填埋设施以及小型焚烧炉等。”
就是间接证明。所谓“符合农村实际和
环保要求、成熟可靠的终端处理工艺”，
文件起草者也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工艺，
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文字游戏，我要求
你符合农村实际、要求你符合环保要求，
要求成熟可靠，但就是不告诉你具体什
么工艺。某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先进省提
出的“因地制宜”解决办法也属于这种
文字游戏，深入实地调查了解这个省的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实际上就是简易
填埋。

• 有些人幻想有一种所谓的新技术工艺，来解决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问题。现在流
行的就是所谓热解气化工艺。今年，某省发布《全省城乡污水垃圾治理行动方
案》，方案明确提出：今后该省新建垃圾处理设施要优先选择焚烧发电、综合
处理、热解气化等工艺，原则上不再新建卫生填埋场。生活垃圾处理“热解气
化”处理工艺，该没有成功案例，国内也没有成功案例。实际上，十多年前开
始，生活垃圾处理“热解气化”处理工艺已经在内地开始实践甚至推广，但在
交了很多学费以后，这些所谓的“热解气化炉”无一例外的成为废铁一堆。



③农村厕所、污水、粪便处于分割状态

日本分散式污水处理比例

村镇生活污水处理发展是一个过程，以化粪池为核心，
分散处理结合厕所革命以及粪便处理是一个很难超越的
发展阶段，台湾生活污水处理发展现状可见一斑。
来自台湾的报道：台湾新北市地下污水道接管户数已达
105万户，许多民众住家周边焕然一新，也让不少原无
意愿接管户改变心意，市府年初推出未纳管户陈情专线，
就被民众打爆，至今有近300件希望市府尽速接管污水
下水道，盼获更好生活质量。水利局指出，自2010年起
每年污水下水道用户接管以每年6到7万户增加，今年初
接管户数已突破100万户，目前已来到105万余户，接管
率从25％至今已突破65％。  高雄市推动污水下水道家
户接管率已达4成5，现阶段正推动大寮、仁武、大社等
地区的用户接管工程，未来将延伸至湖内、路竹、林园
大寮等地区，目标2038年让接管率达到100％。高市推
动污水下水道建设迄今已40年，污水处理厂有6座。统
计至2020年8月止，污水管线布设约1549公里，用户接
管率已达4成5、达51万余户。



④生活垃圾收费能够走多远？

全面建立覆盖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加快建立有利于促
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一）建立健全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机制。按照补偿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
则，制定和调整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2020年底前，全国城市及建制
镇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鼓励各地创新垃圾处理收费模式，提高
收缴率。鼓励各地制定促进垃圾协同处理的综合性配套政策，支持水泥、有
机肥等企业参与垃圾资源化利用。
（二）完善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化激励机制。积极推进城镇生活垃圾处
理收费方式改革，对非居民用户推行垃圾计量收费，并实行分类垃圾与混合
垃圾差别化收费等政策，提高混合垃圾收费标准；对具备条件的居民用户，
实行计量收费和差别化收费，加快推进垃圾分类。鼓励城镇生活垃圾收集、
运输、处理市场化运营，已经形成充分竞争的环节，实行双方协商定价。
（三）探索建立农村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在已实行垃圾处理制度的农村地区，
建立农村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农户承受能力、
垃圾处理成本等因素，合理确定收费标准，促进乡村环境改善。 美国有多少地方推行生活垃圾计量收费？



例如：涉及新冠病毒的生活垃圾直接倒入焚烧
厂垃圾池，然后直接进入焚烧炉焚烧处理！重
要的是做好环卫作业人员的防护，而不是人为
的、想象的、不切实际的给垃圾分类！

结束语：关心环卫人、
才能推动环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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