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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3日，在鄞州区福明街道宁城社区星河国际花园小区，出

现了一组外观醒目的“搭把手”智能回收柜，引来居民围观。居民小李

在社区党员的指导下用手机扫二维码，下载“搭把手回收”App之后，

轻点“我要投售”，智能柜的其中一个窗口应声开启。将一叠旧报纸放

进去，小李的手机上立马显示出报纸的重量和资源币值。当窗口缓缓关

闭后，手机上又跳出一条信息：恭喜您完成了一笔新回收单，您获得

1.18资源币。

这是宁波供销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在城区投放的首组智能回收

柜，也是宁波首台全智能物联网+互联网回收设施。

11天后，在鄞州区明楼街道常青藤社区，“小黄狗”智能垃圾分类

回收系统投入使用，这是“小黄狗”在宁波城区的首次投放。“直接在

屏幕上点击你要投递的垃圾种类，对应的投递口就会打开；投入垃圾，

智能回收机会自动称重并算出金额，并将‘环保金’转入用户的微信钱

包或银行卡。”“小黄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现场为居民进

行讲解。

去年 12月 15日，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与各级人大代表一

起到外滩社区商业街等地视察垃圾分类工作，他希望有更多市场力量加

入垃圾分类，提高垃圾分类的市场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

由本土企业创办的“搭把手”，至今已在城区投放了50余组智能柜，覆盖16个居民小区，服务常住人口超过10
万人；来自广东的“小黄狗”，以500户至1000户人居投放1组的比例，在我市设置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

再生资源回收，能否顺利迈向“智能时代”？

近年来，随着经济飞速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
圾的产生量也急剧增加。相关材
料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
量超过 1.5 亿吨，并且以每年 8%
至 10%的速度递增。目前，全国
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 70
亿吨，占地 80多万亩。垃圾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迫在眉睫。

作为垃圾资源化最重要的一
环，前端分类一直是个难题。尽
管国家推行垃圾分类的信心日益
坚定，相关的法规也不断出台完
善，但一直以来实行的效果并不
理想。缺乏垃圾分类意识的居民
和垃圾分类体系不完善的集运企
业，在相互牵制着对方。就像有
些居民说的，就算认真作了分
类，垃圾车来清运时又倒在一
起，自己的努力白费了。而一些

环卫企业，则抱怨居民没有分类
意识。这种垃圾分类、清运及处
理上下游的分离，正制约着垃圾
分类的切实推进。

据了解，城市垃圾处置的社
会成本达1530.7元/吨，人均高达
480.5 元/年。而采用智能化方式
回收生活垃圾，可节省巨大的社
会成本支出。每回收利用 1 吨再
生 资 源 ， 可 节 约 自 然 资 源 4.12
吨，节约能源1.4吨标准煤，减少
6吨至10吨垃圾处理量。

（朱军备 整理）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
堆存量已达70亿吨

据了解，“搭把手”和“小黄
狗”都不是第一家做居民端垃圾
回收的企业，以前的“再生活”

“闲豆”“9 贝壳”等企业，也做
过或是正在做类似的生活垃圾分
类回收项目，但是始终无法找到
一个合理的盈利模式。

记者认为，对于国于民有利
的事，市民应该大力支持，积极
分类，踊跃投放，支持企业提高
回收数量，以达到收支平衡、略
有盈利的目的。因为市场经济需

要企业运行能保持一定的利润空
间，否则是不能长久的。同时，
智能回收项目的企业要想获得长
远发展，也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及
社区、物业公司等的帮助和支持。

同时，记者也衷心希望两家
同类企业相互学习，取人之长，
补己之短，有序竞争，共同推进
宁波城乡的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
工作，让城乡环境更优，天更蓝
水更清。

（朱军备）

智能回收项目需要各方支持

由 本 土 企 业 创 办 的 “ 搭 把
手”，至今已在城区投放了 50 余
组智能柜 （未包含暂存点及流动
回收）。在姜山镇的水榭花都苑小
区，这家公司还投放了一种用集
装箱改建的“人工+智能”资源
站，并在镇上其他小区设立了 8
间资源回收专用房。除了智能
柜、资源站、资源房这三种固定
的回收模式外，“搭把手”还有流
动车模式，定时定点在各乡镇停
留，可以回收大件家具和塑料、
电器产品，实现了城乡“一体
化”服务，成为国内首创的多种
方案复合的智能型回收体系。

“搭把手”通过以上四种模式
回收的废品，最后集中于姜山镇
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这个分拣
中心由集装箱堆建而成，漂亮整
洁，占地面积 6400余平方米，日
回收中转能力达到 50吨。在姜山
试点近两个月来，“搭把手”已处
置大件垃圾 30余吨，其预约上门
服务的方式尤其受到欢迎。

“这种回收模式，可从源头上
减少垃圾，同时根除了传统‘破
烂王’堆积、拆解垃圾时产生的
二次污染。”姜山镇党委副书记童
科军介绍，为支持再生资源分拣
中心建设，镇上为“搭把手”提
供 了 10 亩 土 地 。 目 前 ，“ 搭 把
手”的回收区域已覆盖 16个居民
小区，服务常住人口超过 10 万
人。

“搭把手”公司的行政中心总
经理张英婕介绍，公司已经建立
了以现代新能源智慧物流技术、
互联网技术、智能 AI物联网回收
设备等软硬件前沿技术为驱动，

以结合收编回收人员、社区回收
服务点、分拣中转中心、综合交
易信息中心为手段的“生活垃
圾+资源回收”全产业链网络体
系。

去年 11 月 8 日，世界银行代
表在宁波考察期间，到海曙区水
岸心境“搭把手”智能回收站进
行了体验，对我市可利用资源回
收的智能化建设给予高度评价；
11月16日，市人大副主任王建社
带队调研“搭把手”回收项目，
他希望项目加快建设，服务于全
市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利用工作。

来自广东的“小黄狗”，是小
黄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核心品
牌，旨在利用线下智能垃圾分类
回收设备及线上平台，结合人工
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手
段，改善城市生活垃圾现状，解
决城市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等问
题。该公司宁波项目负责人李东
明介绍，公司以 500 户至 1000 户
人居投放 1 组的比例，在宁波城
区设置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对
废塑料、废纸、废旧纺织品、废
玻璃、废金属等进行有偿回收。

“搭把手”和“小黄狗”走的
都是智能化之路。一个是专业的
再生资源回收处置企业，以智能
设备、互联网为工具，偏重资源
回收和大件垃圾处理；一个是互
联科技公司，以智能设备为流量
入口，偏重互联网金融创新。两
家公司都是通过智能化、信息化
创新，改变以往废品由“破烂
王”吆喝回收的传统方式，可以
说是一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深
刻革命。

颠覆传统“破烂王”式回收
开启智能化、市场化新模式

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周玉珍 范丁杰

这种智能化回收资源的新模
式，是否受到宁波市民欢迎？记
者作了一番调查。

在“搭把手”落地之前，宁
城社区党支部事先进行了垃圾分
类宣传，要求“垃圾分类、党员
示范”，并在星河国际花园小区进
行了现场指导。智能回收柜在该
小区投放 1 个月后，共收纳纸张

2217.96 公斤、织物 261.47 公斤、
塑料 181.63 公斤、玻璃 90.69 公
斤，居民参与热情较高。

据 “ 搭 把 手 ” 后 台 数 据 显
示：截至去年12月4日，纸张回收
数量最多的是星河国际花园，为
2217.96 公斤；织物回收最多的是
福明三期，为 809.66 公斤；塑料回
收最多的是水岸心境，为329.17公

智能化模式能否快速推开
经营的公司能否坚持到底

斤；玻璃回收最多的也是水岸心
境，为99.15公斤；饮料瓶回收最多
的是东方瑞士，为324个。

张英婕说，其实数据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分拣中心承载了前端
回收的分拣物，切实为宁波市的垃
圾分类“减量化”“资源化”“无害
化”作出了贡献。截至目前，公司共
为宁波的垃圾减量贡献了 67.87
吨，投递人次达到12509人次。

常青藤社区负责人石春雷介
绍，“小黄狗”智能垃圾分类回收
机安装完成后，马上在拥有 1600
人的居民朋友圈里发布了信息，
前来投售的居民比较踊跃。社区
里的幼儿园老师带着小朋友来回
收机上学习生活垃圾的分类和投
放知识，对于垃圾分类起到了很
好的示范、教育作用。

“搭把手”在姜山镇水榭花都
苑小区安放的资源站，一半是智
能柜，一半是人工操作室。管理员
贾文真每天上午 800—1100，
下午 100—500 在此上班，职
责是帮助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年
人投售废品，并指导首次操作智
能柜的居民。

调查发现，大多数居民对智
能回收模式非常欢迎。星河国际
花园小区的一位居民说，以前每
天有废品回收人员进小区吆喝，
对居民造成干扰，还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智能回收柜入驻小区
后，不但“破烂王”扰民问题解
决了，垃圾还能变废为宝。家里
有不需要的东西随时可以拿去
投售，方便快捷。

但也有个别老年人觉得将垃
圾投售到智能柜麻烦，也嫌回收
价格比“破烂王”低；个别小区
的物业公司因某种利益因素，拒
绝智能回收柜进小区。

据了解，一组智能回收柜光
安装成本就要3万元至4万元，还
有电费、人工维护费以及后台运
行人员和运输车辆的费用。靠赚
取废品回收的差价，能盈利吗？

对 此 ， 张 英 婕 坦 言 ， 创 立
“搭把手”的宁波供销再生资源科
技有限公司，由市供销集团公司
和宁波富邦集团旗下的物流与新
能源公司合作设立，目标是提升
再生资源循环利用效率、促进垃
圾分类、提升城市形象、减少二
次污染、改善民生。由于玻璃、
大件家具等附加值低，公司起步
阶段不会考虑盈利，而是以公共
服务为主要目标。

据透露，“搭把手回收”已被
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公室列为
全市生活垃圾分类“两网融合”
示范项目，正在向海曙、鄞州、江
北、镇海、北仑等区域拓展。未来 3
年该公司计划投资 3 亿元，建设
5000 个以上的前端回收服务网
点，并建设各区域配套的专业再生
资源分拣中心和深加工利用项目，
包括大件垃圾、建筑装修垃圾的
清运和处置利用等，形成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的全生态链系统。

“小黄狗”宁波项目负责人李
东明说，小黄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7年 8月，注册资本 1亿
元，隶属于派生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从去年 4 月起，“小黄狗”智能
回收机在东莞、广州、深圳的城市
社区率先投放，至今，已在重庆投
放 1000 多组、北京 800 多组、东莞
600多组、广州500多组。不到一年
的时间，“小黄狗”已在全国 30 个
城市投放6000多组。

同一城市出现同类型的两家
智能回收企业，相关企业是否感到
有压力？对此，李东明认为，竞争是
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公司的互联
网大数据和物联网，运行一年多来
平稳无异常。从去年 11 月 14 日进
入宁波，一个多月时间已安装近
30 组。“小黄狗”计划在宁波的鄞
州、海曙、奉化等 6个区，以每个月
100 组至 200 组的速度推进，力争
覆盖大多数有物业的小区，总量为
2000组至 3000组。目前，宁波的
分拣中心正在筹建中。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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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城社区党员在“搭把手”智能回收柜前指导居民分类投售生活垃圾。
（林常平 摄）

常青藤社区居民在用废纸板“喂”“小黄狗”。
（朱军备 摄）

位于姜山镇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内，废纸板打包待
运。 （朱军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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