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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8月9日电 近期，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进展情况。据悉，全国46
个重点城市均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收集、运输和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多个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已初见成效。

各地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继续向纵深
挺进，一方面着力提升公众参与的积极
性，一方面探索垃圾智能分类，一方面发
起教育攻势，真可谓是使出浑身解数，不
断创新方式方法，积极应对挑战。

但不可否认，目前这项工作整体上
仍处于起步阶段，各地一直都在积极探
索，寻求破解之道。

1500户厨余垃圾 月产10吨有机肥
——广东

垃圾强制分类，你家到底要怎么
做？这个问题，广东东莞南城元美社区
给出了答案。记者在元美社区走访时发
现，小区内的垃圾分类已做得较为成熟，
甚至整个社区的厨余垃圾在上个月转化
成近10吨有机肥。

厨余回收的步骤并不复杂，居民只
需先行登记领桶，在家中将厨余垃圾分
拣出来放到厨余桶，厨余桶装满后放到
回收架上等待工作人员回收。

回收人员将垃圾运送至处理中心，
通过自动上料——人工二次分拣——垃
圾破碎——挤压脱水——油水分离——
渣料微生物降解等流程，12到 24小时垃
圾就能变废为宝了。这套技术主要依靠
的是微生物发酵降解，日处理量 5吨，转
化率为 15%。7 月该社区共产出有机肥

9990kg，转化率为15%。
这些有机肥免费发放给居民，每月

发放一次，运用于有机种植。居民如有
需要，也可以随时向社工申领。

做好厨余垃圾分类的居民，不仅可
以拿到厨余垃圾转化的有机肥，还有机
会获得奖品。社区会依据居民参与天数
和正确分类的标准进行排名奖励。
生活垃圾分类公众教育蒲公英计划启动

——深圳
通过建立集中的垃圾分类投放点，

在侨香村安排志愿者定时定点督导，使
小区居民的参与率和准确率达到 80%以
上，形成了“楼层撤桶＋定时定点督导”
的住宅区垃圾分类 2.0版本，目前该模式
正向全市推广。同时，生活垃圾分类公
众教育蒲公英计划正式启动，通过建立
科普教育基地和微课堂，招募志愿讲师，
规范培训课件，实现垃圾分类公众教育
的规模化和常态化。
“小黄狗”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亮相

——西安
近日，在西安市干休所家属院等社

区，悄然出现一款新奇设备——“小黄
狗”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

“小黄狗”由6只垃圾回收箱组成，颜色
不同，回收垃圾的种类也不同。居民只要在

“小黄狗”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上输入手机
号码，或者掏出手机使用“小黄狗APP”扫一
扫，回收机的箱门就会自动打开。

“小黄狗”即将启用人脸识别功能，很
快，居民可以省去输入号码或者扫码步
骤，通过人脸识别即可打开箱门。箱门打

开后，居民可以把废纸、纺织物、金属、塑
料瓶等各种垃圾分别投入不同的箱子。
接着，回收机会对投入的垃圾进行智能识
别和智能称重，最后根据不同废品的市场
价格计算返现金额，居民在“小黄狗APP”
上就可以收到现金返还，实现变废为宝。
此外，智能垃圾系统还配备了实时监控
屏，通过大屏幕可以实时监控垃圾减量，
做到垃圾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最后变成
了什么都清晰可见，为再生资源回收方面
的数据分析提供依据。

100分抵1元物业费 垃圾“明码标
价”兑换积分 ——南京

3月中旬起，南京浦诚环卫公司在该
浦口区林景雅园小区开展垃圾分类。生
活垃圾按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实施“三分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可以
送到兑换亭换积分。可回收物按 市场价
折算积分，比如 1 公斤旧报纸为 140 积
分；有害垃圾论件积分，比如一只旧灯管
为 10 积分。100 积分可兑换价值 1 元的
物品或抵扣 1元物业费。兑换亭开放时
间为每天上午7点到晚上9点。

百名市民打造公益“神曲”推广垃圾
分类从我做起 ——厦门

一个关于垃圾分类的音乐短片《最美
垃分人》近日走红，保洁阿姨、物业大哥、居
民、社区工作人员、学生等轮番出场，用动
感的舞蹈、诙谐的情景宣传垃圾分类，倡导
环保理念。街舞、广场舞、闽南话、童声说
唱……多元又有趣的元素，让这部MV在
网络上短短几天就收获120万点击量。

原创公益歌曲《最美垃分人》的视频

创作者，是厦门一帮年轻的环保人。《最
美垃分人》MV于今年6月5日面市后，除
了网络传播，厦门的电视台、地铁、公交
车上都反复播放，让厦门市民耳熟能详。

随着音乐短片《最美垃分人》走红，意
外地，一个关于垃圾分类督导员的纪录短
片也提前“泄露”，引出不少观众的眼泪。

垃圾分类升级版“神器”来了
——杭州

24小时垃圾分类体验室、垃圾分类智
能卡、自动化垃圾袋发放机……近日，拱墅
区上塘街道蔡马社区启用了一系列升级版
垃圾分类“神器”，引得居民纷纷排队体验。

社区内，24小时开放的“垃圾分类体
验馆”面积 100余平方米，馆内分为科普
教育区、互动区、展示区三大区域，为小
区居民提供一个集学习与娱乐于一体的
环保宣传点。
“编程魔法师”设计垃圾分类公益小游戏

——浙江
不同类型的垃圾应该放到哪个对应

的垃圾桶内？最近，一款手机小游戏在宁
波市江北区孔浦街道火了。通过左右键
移动位置，直接将电池、纸张、果皮等生活
垃圾投入不同的垃圾桶，60秒内答对最多
者得分最高，可得到街道给予的鼓励奖。

这款公益小游戏的设计者是辖区在
职党员、“85 后”志愿者王少华。王少华
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做公益，多次参加义
务献血、社区支教活动。从2014年开始，
作为宁波广播电视大学信息系老师，他
更是发挥专长，在多个社区开展少儿编
程公益课，被小朋友称为“编程魔法师”。

新华社广州8月9日电（记者 毛一
竹 胡林果）累计注册用户 400多万、收取
押金超过 8 亿元，上线一年完成两轮融
资。然而不过两年时间，风风火火的小
鸣单车便宣布破产。这是全国首个共享
单车破产案。

负债高达 5000多万元，其中包括 11
万用户的押金；公司资产仅剩 35万元现
金和散落各地的单车。近日，相关公告
披露，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同意
对小鸣单车按每辆12元进行回收。

从爆发式成长到迅速破产，首例共
享单车破产案折射出哪些行业困局？

11万用户等退押金，公司账户仅剩
35万多元

下载了许多共享单车App的广州市
民刘先生突然发现，在小鸣单车支付的
199元押金退不回来了。“官方说1到7个
工作日返还押金，但过去了大半年也没
有动静。”刘先生抱怨道。

由于押金不能及时退还，部分用户
向法院提出对小鸣单车经营方进行破产
清算的申请。

2018年3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
理裁定，广州悦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正
式进入破产程序并启动债权申报。

截至6月27日债权申报期满，小鸣单车
用户有效申报的债权超过11万笔、约2000万
元，另外还有供应商申报的债权28笔，职工
债权115笔，债权总金额高达5000多万元。

近日，记者来到悦骑公司位于广州
市天河区尚德大厦的办公场所，发现办
公室已搬空上锁。该破产案主审法官苏
喜平介绍，目前管理人接管的悦骑公司

账户资金仅35万多元。
破产案件管理负责人倪烨中律师介

绍，悦骑公司的主要财产是散落于各城
市街头的小鸣单车，但由于过于分散，回
收成本高，难以处置变现。

7月24日发布的公告显示，破产案件
管理人拟委托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对小鸣单车进行回收处置。中国再生
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在扣除回收、运输及
电子垃圾处理等费用后，同意按每辆车
12元进行回收。悦骑公司曾宣称小鸣单
车投放总量为 43万辆，但目前真正能回
收多少尚待调查。

动用押金扩大规模，管理不善留下
烂摊子

自 2016 年 7 月诞生以来，小鸣单车
主打南方及二三线城市。据介绍，悦骑
公司注册资本约 621 万元，累计用户约
400万人次，累计收取用户押金总额 8亿
多元，上线一年便完成两轮融资。

发展初期形势大好的小鸣单车为何
迅速破产？

——动用押金扩大规模。有共享单
车企业声称，单车制造成本远远高于押
金，如果公司倒闭了，大不了让消费者一
人一辆骑回家。但事实上，“传统意义上
的实物与押金是一对一的，但共享单车的
押金是一对多，一辆单车可能对应着几十
个注册用户，这样一来便形成了押金资金
池。”广州交通管理研究专家苏奎说。

庞大的资金池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诱
使一些企业动用押金来扩大发展规模。
倪烨中告诉记者，悦骑公司采购单车的资
金来源主要靠用户押金。2017年，悦骑公

司主要资金开支是预付货款5000万元，用
于购买单车，比例占全年开支的77.82%。

——管理不善导致车辆失踪或“早
亡”。小鸣单车在全国 10多个城市进行
了投放，但一些城市仅有一到两个线下
管理人管着上万辆单车。人员不足导致
管理不善，也是其陷入困境的原因。

“很多共享单车没有定位停放，日晒
雨淋之下老化很快。有的单车定位电池
没电了，车便找不到了。”苏奎说。

——关联交易或存猫腻。破产案件
管理人在调查中发现，悦骑公司还存在
以明显不合理价格与其他公司进行交易
的行为。

倪烨中告诉记者，2016年至2017年，
悦骑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关斌的另一家
关联公司广州锋荣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四
份购销合同，悦骑公司以明显不合理方
式向锋荣公司超额支付预付款约4600万
元，另因价差损失约1800万元。

倪烨中说，资料显示，小鸣单车的采
购价格是 719.55元一辆，但委托外运时，
与运输公司签订的合约规定，损坏一辆
车“按原价赔偿 500 元”，与采购价相差
200多元。这就意味着，悦骑公司的采购
其实可能是“亏本”生意。

共享单车市场健康发展靠什么
经过轰轰烈烈的市场扩张，自2017年

以来，共享单车市场步入发展“下半场”，目
前已有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倒闭、关停。记
者在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附近看到一处

“共享单车坟场”，足球场大小的荒地上，凌
乱堆放着不同品牌的各色共享单车。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

究所和摩拜单车联合发布的《中国共享
单车行业发展报告（2018）》显示，共享单
车已从爆发式增长转入行业洗牌阶段。

苏奎认为，小鸣单车破产案折射出
共享单车行业的普遍困局。过去，企业
动用押金扩大规模，获取资本市场的青
睐，这种运营模式的核心是追求眼前利
益，以规模取胜。未来，共享单车的发展
重点不是规模而是管理。

首先要完善押金的使用、监管规
则。有业内人士认为，在没有法律、法规
明确禁止的情况下，企业利用押金扩大
规模的利益冲动十分强烈。

2017年8月，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出
台《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
展的指导意见》，要求严格区分企业自有资
金和用户押金预付资金，实行专款专用。
但广东省消委会向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发函
了解到，悦骑公司开设的资金账户为一般
账户，并非第三方监管的银行专用账户，其
收取的消费者押金没有实施银行托管。

据悉，目前，ofo、摩拜等在国内一些
城市开启了信用免押金服务。专家表示，
电子商务法草案明确规范了押金的退还，
强化了对消费者的保护，期待法律作出进
一步明确，比如押金的风险怎么控制、专
门的第三方监管账号如何落实等。

其次，专家表示，共享单车是占用城
市公共资源的交通服务，不仅停放占道，
而且过度投放和管理不善产生大量“僵
尸车”，多地出现大规模“单车坟场”，造
成资源浪费和巨量固废污染。未来应加
强对共享单车的及时回收、再利用，避免
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各地积极探索垃圾分类新路径

11万用户等退押金 首例共享单车破产案折射哪些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