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零废弃

三步走

实现垃圾源头减量、资源再生和无害化处理

遏制农村生活垃圾混合处理污染

零废弃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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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农村生活垃圾混合处理污染，实现垃圾源头减量、资源再生和无害化处理。

实现全体村民参与垃圾分类治理，垃圾主管部门共建垃圾分类治理的可持续管理道路。

农村零废弃三步走

总目标

第一步：源头禁止一次性塑料袋和其他一次性用品的使用。

操作：在村委会和村里商店的配合下，禁止一次性塑料袋，商店不再提供一次性塑料袋，给每家每户发

放篮子或者布袋，替代成可重复使用的购物用具。

引导村民放弃使用一次性塑料杯，改用瓷杯或玻璃杯；放弃使用纸尿裤，改用尿布。

第二步：培育闲置物品交换文化，实现再使用。

操作：村里组织，每月定期闲置物品，比如衣物和儿童用品、书籍的交换，以及废旧衣物改造或者统一

收集进行回收等活动，传承农村手工，实现废旧用品再使用。

第三步：垃圾分类落地，实现村民源头分类投放、政府统筹管理、

企业实现分类收运和分类处理。

操作：由县乡政府统筹、村委会主导，垃圾收运企业配合实施，村民承担源头减量和分类的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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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四分类：干湿分类是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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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有害垃圾

电池、节能灯、过期药品、农药瓶等包

装、杀虫剂瓶、废油漆桶等

Hazardous waste

厨余垃圾

菜梗菜叶、剩饭剩菜、瓜果皮核、煤灰、

骨头、贝壳、豆科、秧苗等。 

Compostable waste
可回收物

塑料瓶、易拉罐、玻璃瓶、废纸箱、废

纸、废金属、各种废塑料、废旧衣物、废

家电和电子产品等

Recyclable

其他垃圾

厕纸、纸尿裤、卫生巾、塑料袋、零食

塑料包装、烟头等。

Trash



垃圾分类操作：

垃圾分类准备阶段：

垃圾产生情况调研，调研内容包括：垃圾产生情况，垃圾组分，公共场所垃圾产生源，当下垃圾收运和处理现状等。 

提升村里人垃圾问题意识：

       组织相关活动，鼓励村民参与，如全村一起捡垃圾，观看垃圾议题电影，垃圾分类知识有奖竞答等等。

       村里小学开展「保护环境，垃圾分类」主题的宣传和普及课（没有学校的村可以召集青少年课堂进行讲解，带动新生力

量，建立学生志愿者队伍，从小培养垃圾分类和零废弃的环保理念），培育校内的环保志愿老师，定期为学生们上环保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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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收运和厨余堆肥硬件准备： 

       根据登记户籍户数，为每家每户准备二桶一袋：厨余垃圾桶、

其他垃圾桶、可回收物编织袋（根据调研时了解到的垃圾组分准备

垃圾桶和编织袋。

举例：村里每家每户有卖废品的习惯，其他垃圾里几乎没有可回收

物，则可以不配编织袋）。� 准备垃圾桶的时候，用油漆在垃圾桶

的桶身和桶盖内部写上户主的名字（也可以在分发后再挨家挨户上

门写名字）。

图注：桶身和桶盖均写名字的垃圾桶

       垃圾分类收运三轮车：低底盘，可以载4个大垃圾桶（240升

垃圾桶），两个厨余垃圾，另外两个其他垃圾。

注意：根据地形结构不同，可以采用电动（平原）或者汽油三轮

车（有坡度的丘陵或者山区）。

图注：根据地形选择垃圾分类收集车



垃圾分类启动仪式：

     在村里公共场所，村委会或者祠堂等地方，召集全体村民，

召开垃圾分类动员会，会上村委介绍垃圾分类开展计划，为什么

要开展垃圾分类，村民如何参与垃圾分类，有条件的村同时播放

垃圾分类宣传电影，介绍垃圾分类方法以供村民参考。

     垃圾桶的发放，可以安排

在动员会之前，发桶的同时需

告知村民桶要如何使用，并根

据发桶时的顺序，挨家挨户记

录有人住房的名单，制定出初

步 的 垃 圾 分 类 收 运 情 况 记 录

表，再根据实际收运路线进行

调整，待路线固定后名单不再

需要修改则可一直沿用。随时

要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更 新 调 整 名

单，最后做成电子版名单，作

为后续垃圾分类记录和检查的基础。

   也可以在动员会上发放垃圾桶，但要保持现场秩序，并告知每种垃圾桶如何使用，投放何种垃圾。超过500户的村

庄，可以按照片区分批启动垃圾分类。

图注：在村内公共空间播放相关电影，并进行垃圾分类有奖竞答

记录名单格式见附件1

      有毒有害收集箱：在村委会或者公共场所，专门设

置有毒有害垃圾的回收处，集中暂存管理。

     好氧堆肥场地：根据村子厨余量计算面积（这里需

要补充计算公式），室内地面设计底部通风槽，而后进

行夯实或者硬化，并搭建防雨棚。

图注：堆肥场地建槽、铺管，添加鼓风机，利于堆体保温散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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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村委会、分类回收人员、保洁员和所有相关人员

    通过面对面交流，明确村委会在垃圾分类不同阶段的职责，

在垃圾分类最初两周需要跟随垃圾分类收运，挨家挨户教村民

如何实行干湿分类，并记录每家每户的垃圾分类成果。

      对于分类回收人员，要明确分类回收的方式，每家每户隔天

收一次，分类收运时，将每家每户的小桶分类对应倒进垃圾分

类收集车上的大桶里。

      保洁员平时清扫时，需要将清扫后的垃圾分类投放在两个桶

里。对于清扫量不大的区域，清扫后的垃圾，可以直接分类放

在路边每家每户的小桶里。对于菜市场等地方的垃圾清扫区

域，要在清扫时，使用流动的大桶分类清扫。

图注：每家每户的小桶分类后直接倒入垃圾车上对应的大桶里

（鼓励村民自己出来倒垃圾）

垃圾分类运行阶段：实行定时定点，垃圾不落地分类收运

村委会、垃圾分类收运人员和垃圾收运企业

   垃圾收运企业要培训垃圾分类收运人员，让其明确

其责任，并知晓具体如何操作；培训清扫街道的清洁

员，扫垃圾时或自己拉桶，或正确投放到村民的垃圾

桶。垃圾分类收运和对厨余堆肥的管理。垃圾桶发放

后，垃圾收运企业安排人员撤走公共场所垃圾桶，具

体定时收运时间，考虑绝大部分村民在家可以投放垃

圾的时间点。

    垃圾分类正式收运之前，公共场所垃圾桶撤走后，

第二天开始运行定时定点收运垃圾，垃圾车走过每个

胡同/街道，同时用手持喇叭广播垃圾分类收运。
图注：源头分类投放，分类收运

      村干部发挥带头作用，跟车收取垃圾，和村民面

对面交流垃圾分类投放规则，同时用垃圾分类情况

记录表记录相关的分类情况。记录表的记录内容要

规范。分类正确的√，分类错误的×，有人在家但没

垃圾的〇，常年不在家的△。分错的家庭，具体有什

么东西放错桶需要在备注中注明，当时有人在家的

及时纠正，当时没人在家的，需要记录下来，找其

他的时间再上门做工作。没垃圾的家庭，注意有没

有烧垃圾，如果有，提醒对方不能烧并做记录，下

次回访。

图注：记录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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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收运完毕，村委根据记录表统计当天的垃圾分类情况，内容包括：统计正确率、厨余称重重量、当天总收运户

数、常年不在家户数、没垃圾的户数、分错且收运时未进行沟通的家庭的名字、记录人签名，以及长期不分类的重点

户。每天收运结束后，分错又不在家的家庭要公开在微信群里，并找时间上门做工作。

   每份记录表，村委要妥善保管。村两委成员按

照值班表跟车记录，并根据自己的包片计划做好

平时及节假日的上户工作。

   之后，收运人员将厨余垃圾运往堆肥场地进行

堆肥，并定期（5-7天）翻堆，堆肥成品可以用于

绿化或农业种植。

可回收物积攒到一定量后，由垃圾分类收运人员卖给市场上的废品回收处。

其他垃圾由垃圾收运企业运往中转站或填埋场。 

图注：厨余倒下来后，需要将其他垃圾捡出来，然后堆高

垃圾分类和零废弃活动常规化执行阶段：

    村民养成一定的分类习惯后，定期举行垃圾分类宣传活动，不断提高垃圾分类率，实现垃圾分类有效运转。同时，村

委仍需按照一定的频率（每周1次或每月1-2次）全面检查和记录村内的分类情况，尤其是节假日期间，一定要在外出人

员回来的时候就做好上门工作，并进行统计，以了解不同节假日对村内垃圾分类的影响，寻找相应的措施。

       每月定期组织二手物品交换活动，培育和养成闲置物品交换文化。

       组织村里老人，使用废旧衣物做手工衣物和鞋子，减少垃圾的产生，传承手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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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落地，及实现源头90%以上家庭准确分类投放后，乡委和村委

要建立和践行垃圾分类考核体系，实现常态化，可持续管理。

   县、乡政府建立垃圾分类考评体系，建立村委会主导的垃圾分类监管小组。村委会组建垃圾分类环保小组，进行培

训，并长期监管垃圾分类执行情况。 在垃圾分类实施后的前半年，每周挨家挨户做垃圾分类记录、检查，每月公布每家

每户的垃圾分类榜单。根据记录的每家每户垃圾分类情况，定期进行评估、通知，也可在年底时发放荣誉奖励。

       乡委政府对村委实行定期垃圾分类考核，根据对每个村委的考核结果，实行对每个村委的奖惩制度。 具体考核办法见附件2

1、村里有红白喜事时，会在短时间类产生大量垃圾，如鞭炮、一次性塑料碗筷、大量剩菜剩饭等等，一方

面办事的人家需要及时与收运人员沟通，暂时借用分类大桶，同时与做饭和参宴的人明确要进行分类投

放；另一方面，收运人员发现村内有人办事后，需要及时将分类大桶送至人家家内，并提醒对方要分类投

放，过后及时回收分类大桶。

村委需调查了解村里承包红白喜事做饭的团队，对其进行垃圾分类教育，强制其进行垃圾分类，持续监

管，并在记录表上记录相关情况。

2、春节期间，家家户户产生的垃圾量比平时都要多，每家分配的两个小桶的容量及收运垃圾的及时程度都

会影响垃圾分类的效果，因此春节期间村委及保洁员更要做好每家每户的思想工作，尤其是常年在外并不

知晓村里开展垃圾分类的外出工作人员，务必上门说明情况并尽力劝说配合分类工作。垃圾量的骤然增

多，给保洁员增加了不少工作量，可适当给保洁员设立年终奖或增加绩效作为激励。

3、建立村民情况反映的及时通道。一方面在日常垃圾分类工作微信群里可随时反映情况；另一方面培养村

民在垃圾分类遇事先找保洁员，不能解决再找村委处理的意识，尽量不要过度依赖环保组织工作人员。这

也是实施垃圾分类良好监督和可持续的部分内容。

4、关于可回收垃圾：发放的可回收垃圾袋并非每家每户都能利用上，因为可能只有小部分家庭维持着收集

卖废品的习惯。可以鼓励村民将可回收垃圾单独分类，赠送给保洁员进行回收，减少可回收垃圾进入填埋

场及减轻保洁员二次分拣的负担。

5、做旅游的村庄，需要跟旅游公司做好沟通，引导游客分类投放垃圾。可以做指示牌、墙画、广播循环播

放等。

特殊情况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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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主 分类 备注 分类 备注 分类 备注 分类 备注

日期

总户数

√

×

O

正确率（%）

厨余重量（公斤）

收运时长（时）

填表人

分错未沟通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xx乡xx村垃圾分类收运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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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巩固垃圾分类成果，加强垃圾分类的常态化管理，提高垃圾分类管理水平，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乡镇委政府垃圾

分类检查管理办法》。本管理办法针对乡镇委政府里垃圾分类常态化运行管理制定，执行者为乡镇委政府，检查对象为

各村村委和垃圾分类承运公司。

一、 检查对象

考评对象分为两个，各村村委和垃圾分类承运公司。

二、 检查内容

村内垃圾分类落地情况，包括基础设施、村民分类情况、堆肥管理及收运情况等。

三、 考评标准

被检查主体

村委

检查内容 量化的表格 实地检查 评分

1）检查记录表每周登记

清楚完整。

2）厨余称重表每天登记

清楚完整。

1）村里公共场所没有公用垃圾桶。

2）随机抽查村民垃圾桶，村民能够正确

分类投放垃圾。

1）有检查过程的照片、

录像。

2）分类户数占村子总户

数的80%。

3）分类正确户数占参与

分类户数的90%。

1）每周翻堆。

2）堆体没有塑料等其他垃圾。

3）厨余垃圾堆高约1米，宽约0.5米的长条。

4）堆肥没有液体多到流出堆肥场地，没有

臭味，没有苍蝇蚊虫。

5）厨余垃圾腐熟后铲走，不占用堆肥场地。

村内垃圾分类检查结果红

黑榜每月更新。

村内有明显的垃圾分类宣传横幅、墙绘。

收运路线图。

厨余翻堆表。

1）向角落和偏远地方的村民了解情况。

2）看中转站里其他垃圾桶里厨余的含量。

3）堆肥场地的厨余是否与产生量匹配。

垃圾分类考核管理办法

附�件2

清运公司

1、源头垃圾分

类情况

2、垃圾分类的

村民配合度

3、垃圾分类宣

传、考核结果

公布情况

1、垃圾分类收

运情况（定时

定点分类收运）

2、厨余垃圾堆

肥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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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考评办法、步骤

1、对各个村的抽检频率：

每月开展1次全覆盖考评，采取明查和暗访相结合的形式。

2、考评成绩核算

�评成绩=各项�评��分��和。

3、考评成绩合格线

考评综合得分以90分为合格。

五、考评奖惩

1、经济措施

每月根据考评成绩评选出前两名和后两名，分别给予经济奖励和经济惩罚；汇总每月综合评分评选出年度前两名和后两

名，分别给予经济奖励和经济惩罚。

2、行政措施

各村每月考评成绩不合格的，给予行政惩罚。

连续末位等情况，进行行政惩罚。

      此办法用于监管全体村民源头分类，实现源头分类投放的持续性。采取定期公示垃圾分类的办法，将每个村民的垃圾

分类评比结果通过红黑榜的方式在村里公示，逐渐形成垃圾分类的村规民约。

    对村民的垃圾分类评比和公示内容，基于村委会挨家挨户的垃圾分类检查。除了评比和公示全村所有家庭垃圾分类情

况，村委会还需要根据检查结果，对垃圾分类连续两次错误的家庭，实行上门工作。

      此管理办法由各村村委会执行，乡委政府监管执行情况。 

一、总则

村内垃圾分类评比和公示管理办法

4、考评成绩应用

垃圾分类工作组每月对考评情况进行综合评分后，对每个

村子垃圾分类情况进行排名，全乡通报排名结果及奖惩，

汇总每月综合评分作为年度总评的主要依据，综合评选出

年度垃圾分类管理先进单位。

       垃圾分类评比由村委会主持，评比内容基于定期对每家每户的垃圾分类检查。

      由村委组织，每周针对全村所有家庭的垃圾分类工作，通过查看每个家庭的两个垃圾桶，实地检查垃圾分类情况，当

场进行准确和错误的记录,分对计1分，分错不计分。。

       用于评比的登记表和所有记录，单独使用，放在村委会存档，以备村民和政府查阅。

 

二、评比细则

      基于每周1次，每月4次的检查记录，月末统计结果，汇总4次检查结果。满分的村民进入红榜，零分的村民则进入黑

榜。将评比结果公布于村里的垃圾分类红黑榜。

三、红黑榜公布的内容

 表格详见后文

附�件2

GUIDE TO ZERO WASTE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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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黑榜的版面设计，由乡政府统一设计，统一制作。布置在村里显眼的位置，便于村民观看。

四、红黑榜

      1. 在开始评比工作之前，充分通知村民：将以什么方式进行评比，在哪里公布，如何公布。

     2. 提前做好商户的工作，在每家商户的显眼位置贴垃圾分类信息指引，要求商户引导客人垃圾分类投放，或由商户自

行分拣。

      3. 评比的频率需要根据村里实行垃圾分类的阶段，以下为垃圾分类各个阶段。

五、其他

垃圾分类阶段 阶段内容 评比频率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正式启动垃圾分类前。

主要工作：准备硬件，包括：每家每户一对桶、垃圾分类收运车、

堆肥场地；前期宣传工作。

垃圾分类正式启动后的前两周。

主要工作落在村委身上，包括每日跟随垃圾收运车检查、登记村民

垃圾分类情况，对分错的村民，实行面对面交流，无法面对面交流

的村民，后期上户；整理路线名单；计算准确率；垃圾称重。

不评比

村民学习阶段，

不评比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第二阶结束后的下个月月初开始。

村委主要工作：挨家挨户走访，记录垃圾分类情况，主持评比工

作；对于两次以上垃圾分类错误的家庭要上户，面对面沟通。

周期：半年

第三阶段结束后的下个月月初开始。

挨家挨户走访，记录垃圾分类情况，主持评比工作；对于两次以上

垃圾分类错误的家庭要上户，面对面沟通。

周期：1年

每周检查1次，每月

评比1次，评比结果

公布于红黑榜

每2周检查1次，每月

评比1次，评比结果

公布于红黑榜

第五阶段

第三阶段结束后的下个月月初开始。

村挨家挨户走访，记录垃圾分类情况，主持评比工作；对于两次

以上垃圾分类错误的家庭要上户，面对面沟通。

周期：长期

每月检查1次，每月

评比1次，评比结果

公布于红黑榜

此办法适用于第三阶段的垃圾分类评比和公示。

GUIDE TO ZERO WASTE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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