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14

黄江镇教育路生活垃圾分类现状调查

作者：杨梦莹 黄志婵 唐佩珊

内容摘要：以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教育路作为调查研究范围，

通过了解生活垃圾分类现状，思考在中国执行生活垃圾分类措

施时存在的阻力，影响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推行的因素涉及公民、

社会、政府等方方面面。我们调研小组结合实地调查现状，向

政府提出关于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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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一）政策背景

我国是最早提出垃圾分类收集的国家之一，并且我国对于

生活垃圾要进行分类的倡导，从 20世纪到 21世纪，一直在强

调，一直在不懈努力。

1．中国

北京在 1993年制定了《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对“城

市生活废弃物逐步实行分类收集”。到了 2000年 6月，北京、

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 8



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垃圾分类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国内垃圾分类的类别已经细化为可回收物、家庭有害垃圾和厨

余垃圾，与国际通行标准基本一致。而在 2017年 3月 30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方案》制定了生活

垃圾分类制度实施的目标、垃圾分类的类别、激励机制等内容，

46个城市需要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方案》中的强制

对象主要是指试点城市的党政机关，学校、科研、文化、出版、

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协会、学会、联合会等社团组织，车站、

机场、码头、体育场馆、演出场馆等公共场所管理单位，以及

宾馆、饭店、购物中心、超市、农贸市场、商铺、商用写字楼

等企业；对于居民采取的更多是引导和鼓励的态度。

2．广东省

《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2015年 9月 25日广

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

该条例是为了规范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控制污染，保护环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

际制定的。

3．黄江镇

我们前期作调研准备，搜索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资料和讯



息时，我们了解到东莞市黄江镇环卫所、垃圾转运站、东莞市

黄江镇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却没有搜索到简单清晰的关于生活

垃圾分类的网站介绍、媒体宣传、责任负责人等，甚至没有找

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地区性法规。我们在 2018年 8月 12日、

8月 13日，走访黄江镇新市社区永盛街、新市社区中心市场、

新市社区凤鸣一街、教育路商铺路段、教育路黄江中学学校路

段、教育路黄江公园游乐场所，拍下了垃圾随地堆放、垃圾扔

在垃圾桶外、绝大多数垃圾桶无分类、垃圾转运站无分类垃圾

处理等现状照片。（见附件 2：实地走访照片）

我们之所以选择在教育路开展限定范围内的随机流动人

口调研，是因为教育路在众多街道中，有其研究意义与价值，

教育路段涵盖了商业区、学业区、住房区、公共游玩区，可以

较好地代表在不同场所人们处理生活垃圾的状况。

二、 研究内容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1．研究目的

（1）通过调查、收集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现状的相关数据，

了解黄江镇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分析黄江镇街道“脏乱差”

的原因。

（2）通过问卷建议收集，提供一个居民与政府沟通的渠

道，反馈居民意见与心声以及对政府能有所作为的期望与要求，

监督政府，以改善黄江镇卫生环境。



2．研究意义

（1）促进黄江镇政府有效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让之成为

黄江特色发展点，论证变想法为行为的可行性，让垃圾在原有

的处置方式上有质的提升。垃圾露天堆放有大量氨、硫化物等

有害气体释放，在堆放腐败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病原微生物，而

这也是蚊虫苍蝇老鼠孳生地。

（2）提升公民素质，培养居民环保意识，调动公民建设

生态文明的积极性。

（3）保护环境，携手共建美丽黄江，造福后代。

（二）调查问卷

1．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一共设计了 26道问题。问卷设计思路大致为了

解被调查对象基本个人信息——性别、年龄、学历、户籍，黄

江镇公民素质现状；居民生活现状了解——掌握生活垃圾分类

知识情况、日常居民生活垃圾分类习惯、可回收利用物是否选

择变卖；以及黄江镇公民能否接受采纳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政

策措施推行、主动提出建设新想法等变生活垃圾分类为现实的

举措，共三方面思考角度。

2．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了黄江镇教

育路路段，在 2018 年 8 月 14 日 16:00-18:00，共有效填写 30

份。8月 15日 18:00-19:00教育路有效填写 15份问卷。8月 17

日 14:30-17:00黄江公园后门有效填写问卷 60份。发出调查问

卷 105份，回收的有效问卷共 105份，样本回收率 100%。

在回收的有效样本中，平时处理垃圾时一直会分类的共 9

人，约占 8.6%，不分类的共 27人，约占 25.7%，12人经常分

类，约占 11.4%，此外的 57人偶尔分类，占 54.2%，也就是说，

近 74%的调查对象愿意在处理生活垃圾时对垃圾进行分类。

样本的职业构成大致如下：受访者中，学生占 38.1%，教

师占 5.7%，商人占 31.4%，服务生占 8.6%，工人占 6.7%，其

他职业占 9.5%。

3．问卷分析——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现状的主要特点

（1）这个垃圾分类知识“不太熟”

问卷统计显示，除了电视、网络、报刊和教科书外，社区

宣传、教科书、垃圾桶分类标识等也是人们了解生活垃圾分类

知识的途径。在受访者中，知道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的有 24人，

约占 22.9%，完全不知道的有 3人，约占 2.9%，此外的 78人

表示知道一点，但不是很清楚，约占 74.3%。可见，垃圾分类

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几乎达到了“全覆盖”，大多数人或多或少

接触过一些，但对其具体内容的认识仍停留在较浅的层面上，



未达到“深入人心”的程度。

（2）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意识仍显不足

公众既是生活垃圾的制造者，也是生活垃圾的受害者，其

在生活垃圾管理中发挥的作用对垃圾分类回收具有重要意义。

问卷统计表明，会定期将家中废弃纸料、塑料、饮料瓶等

变卖的有 72人，约占 68.6%，而不会将其变卖的有 33人，约

占 31.4%，可见仍有部分居民会把垃圾“一股脑”打包扔进垃

圾桶，殊不知无意中也丢掉了一笔额外的收入，有些垃圾放是

错置了地方的宝贝啊。

（3）无处安置的垃圾

分类垃圾桶的投放是为了方便居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问卷统计表明，在受访者中，有 34人表示对教育路分类垃圾

桶感到满意，约占 32.3%，54人表示一般满意，约占 51.4%，

非常不满意的有 6人，约占 5.7%，不满意的有 11人，约占 10.5%。

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教育路两旁街道设置的垃圾桶屈

指可数，许多人因不知往何处丢弃垃圾而随手将其扔在地上，

居民苦于居住的地方附近没有放置垃圾桶，不得不把垃圾丢到

小巷子里，如此导致蝇虫遍地，清洁工人的工作也因此变得更

加繁杂。

三、 结论与建议

诚如《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第一章第六条、第

七条规定那般，生活垃圾分类的推广，不仅是一方的责任与努



力，这是需要个人、企事业单位、政府全社会共同出力。单位

和个人应当尽量减少生活垃圾产生，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生活垃圾处理的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生

活垃圾减量、分类意识，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鼓励公众

参与生活垃圾处理的监督活动。教育主管部门应当把生活垃圾

源头减量、分类、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知识作为学校教育

和社会实践内容。媒体应当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公益宣传。

（一）政府层面

首先，宣传工作做得不到位，现在还有很多市民连什么叫

生活垃圾分类都不知道，政府可以建设相关网站，通过电视、

微信公众号向市民普及生活垃圾分类。

其次，出台相应的条例法规，引导社区、相应卫生管理负

责人承担责任。

再者，应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并切实在实际中展开，让百

姓的意见得以向政府传达。

最后，政府可以引进专业生活垃圾分类人员，在保护环境

的同时，增加就业。

（二）企业层面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中提到，要引入社会资本，

通过“互联网+”等模式来促进垃圾分类。环保型企业积极同



黄江镇人民政府一起，可以结合黄江镇实际适时发展“互联网

+”生活垃圾分类。

当前“互联网+垃圾分类”模式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一

种是由居民将“湿垃圾”与“干垃圾”分类收集，贴上自己领

取的专属二维码后，分类投放到智能垃圾箱中，获得手机 APP

中的相应积分，这些积分可以用于超市购物或者换取日用品。

另一种是居民通过手机 APP预约上门回收服务，将收集好

的可回收垃圾交给回收人员，获得积分或是换取现金。这些功

能多样的手机 APP由不同的公司运营，因此提供的服务也不尽

相同，但是一般都会包含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使用者如果遇

到不清楚该如何分类的情况，可以随时询问这些“小管家”，

如果因为偷懒或是疏忽分错了类，工作人员也能通过二维码及

时追查到垃圾的主人，对其进行教育和指导。

（三）民众层面

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决定因素，只有从内部抓起，改变

自身才能达到目的。对于公民自身而言，明确生活垃圾分类的

重要性之后，则应着眼于自身的改变，要积极主动学习生活垃

圾分类知识，并在日常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来实现垃圾分类。

（四）国外借鉴

我国是最早提出垃圾分类的几个国家之一，但是如今却收

效甚微。



当然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垃圾分类依旧任重而道

远。

国外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对此我们

可以借鉴一下。

1．日本

居民很快会从当地清扫所收到一份关于垃圾分类和按日

期扔垃圾的指南。

在公园，高速公路休息站等场所，则会设置一大排垃圾箱。

分别收集不同种类的垃圾。

一般按：可燃垃圾、塑料瓶类 、可回收塑料、其他塑料 、

不可燃垃圾、资源垃圾、有害垃圾、大型垃圾等这几大类进行

分类。

缺点就是分类和运输的成本确实高，分类之后处理的方法

也不同。有时居民也要经常阅读指南以防弄错。

黄江镇政府可以学习日本将生活垃圾分类细则明确，得以

指导市民正确进行垃圾分类。

2．德国

放在你面前的是一大排垃圾箱，扔错可能面临罚款。

其垃圾箱统一简洁化，投放玻璃的垃圾箱就被漆成白色、

绿色和棕色，分别用于投放透明、绿色和棕色的玻璃瓶。在投

放不可回收垃圾的垃圾箱上都有橙色标志；投放包装物的垃圾



箱则为黄色。

父母和学校会通过言传身教培养下一代的垃圾分类意识。

德国已经有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管理系统，以及完整的

垃圾处理产业体系，从业人员超过 50 万，涵盖许多不同职业

的人员。

通过调查黄江镇教育路人员，34.29%的人选择选项 C.部分

支持政府罚款不按照分类规则乱扔垃圾行为，可见在黄江镇现

实状况下，黄江镇人民政府想要执行罚款措施，首先要做到的

是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广为推广。因为如果推行罚款措施，

这涉及到的是家家户户，涉众人数多，如若处理不好，易引发

动乱。

3．瑞典

家家户户在厨房或抽屉中放置不同的垃圾收纳容器，分别

收集不同种类的垃圾。街边也是有不同分类的大垃圾箱。

顺便说说，有些居民厨房水槽里有食物垃圾粉碎机，垃圾

被搅碎后直接冲到地下水桶，再由垃圾运输车直接送往沼气场。

在推行垃圾分类初期,免不了有人不理解,嫌麻烦不愿分

类,政府对此采取了措施:支付薪金设立监督员,以查明未按规

定分类的投放者,然后实行罚款和劝诫。为防止一些爱偷懒的

人不细分垃圾,环保部门重新设计了垃圾容器提高扔垃圾的难

度,如把回收瓶罐的容器口设计成圆孔状,把回收纸盒、纸板、

报纸等容器口设计成跟邮箱寄信口一样的扁长状。



另一方面，政府对先是把这个概念引入学校,教育孩子们

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再由孩子们回家后告诉大人。

黄江镇人民政府应积极引导学校，注意对学生、孩子开展

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的教育。我们在黄江公园派发问卷填写时，

问及部分 18岁以下学生，尤其是小学生群体，5个学生里只有

一位学生表示学校有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讲解。

4．美国

居民主要将垃圾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可回收的垃圾，一类

是不可回收的垃圾，这两类是放在垃圾桶中由收运工定时上门

收集。另外还有危险垃圾、电子垃圾、大件垃圾等需要与资源

回收中心进行预约收集。如果有疑惑，居民可以询问管理员，

资源回收中心会为管理员提供免费的解决方案。

总体而言，普通居民住宅区是重点管理对象，公寓区管理

员是重要的中间人，商业区主要依靠集中化管理，对学校主要

是加强宣传教育。多采用两厢一体式车辆进行收集。

顺便说说，目前美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废品在其境内处理，

剩下的三分之一则出口到全球 150个国家，其中中国是美国最

大的废品出口地，占了大约 40%的份额。因此，之前中国的“洋

垃圾”进口禁令确实让美国垃圾出口商措手不及。

各个国家垃圾分类进行成功的主要共同点是，有完善的垃

圾管理体系，有相应的配套硬件及处理措施，作为执行的主体

之一居民也有相应的垃圾分类意识。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第十九条规定，生活垃圾

应当实行密闭化运输，在运输过程中不得丢弃、扬撒、遗漏垃

圾以及滴漏污水。而我们在调查走访的时候，看到的垃圾转运

站转运垃圾时，垃圾桶都处于敞开状态，污水遗漏在地，发出

阵阵恶臭，垃圾桶肮脏无比，垃圾混乱堆放，完全没有分类。

四、 结束语

我们此次大学生社会实践调研，起意于对黄江镇环境卫生

状况的不满和迫切想要改变如此垃圾随处可见、垃圾随意堆放、

垃圾桶附近恶臭逼人等不如意现状。也许是基于初次学习写作

社会调研报告，经验不足；也许是对社会的了解还处于半知不

解的状态，这篇社会调研报告并不能很好达到我们自己的预期

高度。但我们依旧想要发声，我们依旧在为建设美丽黄江而不

懈努力，仅以满是缺陷的此篇报告，献给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

人民政府。愿黄江镇环境卫生建设，可以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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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黄江镇教育路生活垃圾分类现状调查问卷（文本）

黄江镇教育路生活垃圾分类 现状调查

您好！本问卷仅用社会实践调研数据收集，我们将对您的资料

严格保密，请您放心填写。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下列题目未特殊注明为单选题，单独注明多选题除外。

1. 您的性别（）*

A.男 B.女

2. 您的年龄（）*

A.18岁以下 B.18-35岁 C.35-50岁 D.50岁以上

3. 您的学历情况是（）*

A.小学以下 B.小学学历 C.初中学历 D.高中学历 E.本科生学

历 F.专科生 G.研究生及其以上 H.不便透露

4. 您是本地人（黄江镇）吗？（）*

A.是 B.否 C.不便透露

5. 您的职业（）*

A.学生 B.教师 C.商人（店铺）D.环卫 E.服务行业人员 F.工人 G.

http://www.gov.cn/xinwen/2018-01/08/content_5254498.htm


其他

6. 你有过在公共场所随地乱扔垃圾的情况吗？（）*

A.经常 B.偶尔 C.从不

7. 你看到地面有垃圾时，会主动把垃圾捡起来吗？（）*

A.不会，垃圾脏 B.会，经常 C.会，偶尔

8. 你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知识知道多少？（）*

A.完全不知道 B.知道一点，但不是很清楚 C.知道

9. 你感觉你身边的人对生活垃圾分类知道多少？（）*

A.完全不知道 B.知道一点，但不是很清楚 C.知道

10. 你所熟知的生活垃圾可以分成几类？（）*

A.两类 B.三类 C.四类 D.五类 E.不清楚

11. 你认为垃圾桶上分类信息对你有帮助吗？（）*

A.有帮助 B.无帮助 C.没去关注

12. 你是通过何种途径了解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的？（）*

A.电视 B.网络C.报刊D.教科书E.社区宣传 F.亲朋好友G.垃圾

桶分类标识 H.其他

13. 现今中国，将垃圾主要分为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料五大类。

不可回收垃圾包括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你认为，

卫生间废纸巾属于？（）*

A.可回收垃圾 B.厨余垃圾 C.有害垃圾 D.其他垃圾 E.不清楚

14. 你平时在处理垃圾时是否会去分类？（）*



A.一直分类 B.经常分类 C.偶尔分类 D.不分类

15. 你会定期将家里废弃纸料、塑料、饮料瓶等变卖吗？（）*

A.会 B.不会

16. 你多久处理一次生活垃圾？（）*

A.12小时以内 B.24小时以内 C.2天以内 D.3天以上

17. 你认为有必要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吗？（）*

A.有必要，环保回收利用 B.没有必要，浪费时间精力金钱

C.不知道，无所谓

18. 你对黄江镇政府垃圾分类政策执行满意程度？（）*

A.满意 B.马马虎虎 C.不满意

19. 你对教育路分类垃圾桶分布是否满意？（）*

A.非常满意 B.满意 C.一般满意 D.不满意 E.非常不满意

20. 你认为人们不按照分类扔生活垃圾的主要原因是？【多选

题】（ ）*

A.缺乏环保意识

B.对生活垃圾分类及其回收利用的益处不了解

C.不知道该如何分类

D.设施不全，无法分类投放

E.觉得麻烦

F.认为没有意义

21. 如果原来不了解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现在了解了你愿意进

行生活垃圾分类吗？（）*



A.愿意 B.不愿意

22. 如果有专门的生活垃圾回收公司负责并上门收购分类垃圾，

你愿意配合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吗？*（）

A.愿意 B.不愿意

23. 如果政府罚款不按照分类规则乱扔垃圾行为，你的看法

是？（）*

A.完全支持，是促进生活垃圾分类的有效手段

B.支持，但罚款金额不要过高

C.部分支持，应该惩罚乱扔垃圾行为，但不赞同罚款

D.不支持，公民没有分类生活垃圾的义务

E.其他

24. 如果政府推行垃圾计量收费，不分类的生活垃圾进行高收

费，你的态度是？（）*

A.支持，有助于促进生活垃圾分类、环保回收利用

B.不支持，垃圾分类太麻烦，个人不应该承担不垃圾分类的成

本

25. 你认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利用，哪个群体应该发挥最大作

用？（）*

A.垃圾丢放者

B.环卫工人

C.相关职能部门

D.宣传媒体



E.相关宣传员

F.其他

26. 对于促进黄江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你有什么建议

吗？

附件 2：实地走访照片

附件 3：问卷建议

附件 4：网页（自主制作）

附件 5：数据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