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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回收设备越来越多走进
社区，居民手机下载 APP 进行
注册，举手间投进垃圾资源，

“返利”现金实时到账……垃圾
分类的新科技正在向我们走来，
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居民的生
活，倒逼公众强化垃圾分类意
识，变“要我分类”到“我要分类”。

垃圾分类是生活小事，却关
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
节约使用资源，是社会文明水平
的一个重要体现。这几年，全社
会都十分重视垃圾分类工作，并
在不遗余力地推进。但由于居民
多年习惯使然，垃圾分类工作总
体上推进缓慢。科技为解决传统
垃圾分类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搭把手”“小黄狗”“太空侠”纷纷
亮相，运用互联网+智能设备实
现分类回收，居民按类投放垃

圾，所得回报是即时的。毫无疑
问，这些智能回收设备的投放，一
方面可以激发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回
收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为居民解
决垃圾投放提供方便，毕竟以往的
可回收废品都需要累积到一定量、
再约定流动收废品的人才能解决。

作为新生事物，居民对智能回
收设备的使用或许不习惯，尤其是
老年人，但只要我们加强引导培
训，或推出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产
品，智能化回收一定可以助推垃圾
分类工作。这好比网上挂号看病、
自助交费、人脸识别、指纹解锁……
一旦习惯了，就会知道它的好。

垃圾分类要成为自觉行动，我
们也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可以
肯定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新产品
的应用以及公众积极拥抱新科技，
这条路会走得快一些。（李国民）

垃圾分类
也要积极拥抱新科技

智能回收设备是近两年涌现
的新事物，但它的使用门槛并不
高，只需下载对应的APP，注册
成为用户，在 APP 中寻找距离
最近的设备进行投递，就能得到
相应的收益。

当前，宁波本土有两家投放
一定数量智能回收设备的企业。

其中，“搭把手”已在全市
投放约 550 台机器，用户超过 8
万人。除了常规的瓶子、纸类、
纺织物、塑料和玻璃，“搭把
手”还提供大件上门回收业务，
如今正着手安装有害垃圾公益回
收设备，不断迭代升级、完善功
能。

“太空侠”则在全市投运了 35
台设备，每台设备覆盖 200 个至
300 个活跃用户，目前每天每人的
投递量峰值达到0.22千克，每台设
备的回收量 30 千克至 50 千克不
等。用户可以通过“太空侠”的各
种游戏系统、活动系统、成长系
统、积分商场系统，在获得娱乐体
验的同时做好垃圾分类。

享受设备的便利之余，业内人
士也提醒：投递之前需要掌握一定
的垃圾分类知识，如果盲目投递，
设备自带的摄像头会配合 APP 记
录相关信息，在清运检查后退回物
品，所获收益也会返还给平台。

（徐展新 整理）

如何准确使用智能回收设备
业内人士提醒：需要提前分类、杜绝随意投递

智能回收，是垃圾分类的“解题良方”吗？
近段时间，一条垃圾智能回收领域的“小黄狗”，牵动着许多人的心。
北京、南京、无锡等地纷纷出现了“小黄狗”智能回收箱暂停服务的

现象，宁波也未能“幸免”。下载了“小黄狗”APP、成为注册用户且养成
了定期投递垃圾习惯的市民有些手足无措：“这些回收箱还会恢复运营
吗？我们的垃圾以后要投放到哪里？”

很快，在政府部门约谈、企业作出调整后，这些智能回收箱又恢复了
常态。但这场风波让人们意识到，以智能回收为代表的垃圾分类新模式，
已逐渐渗透到大街小巷，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当前大力倡导、加速推进垃圾分类的大环境下，智能回收或许有望
成为解题的良方。

记者 徐展新 通讯员 刘波 范奕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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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国，智能回收箱早已在
多座城市布局，且延续着推广的

“加速度”。仅以今年 6月为例，福
州晋安区、北京东城区、天津滨海
新区、哈尔滨平房区就陆续投用了
智能垃圾分类设备和清运车辆，让
市民近距离了解智能回收的“神奇
之处”。

宁波的社区里，也出现了这些
新型设备的身影。

去年 11 月，“小黄狗”到来，
截至 6 月 17 日 16 时，已在全市布
局151台设备；

去年 12 月，宁波市供销社联
合富邦集团投资的“搭把手”智能
回收机正式下线，目前已在全市投
放约550台，这一数字正以每天15
台的速度持续增加；

今年 3月，刚成立不久的创新
型企业“太空侠”也在宁波的部分
高端社区放上了回收机器，短短 3
个月就增加至35台。

记者了解到，以上 3个品牌几
乎囊括了宁波所有的智能回收设备，
总数在 750 台上下。“这是一个新
生事物，但它的确已经火起来了，
成为垃圾分类的一名‘先锋官’。”
市垃圾分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场智能回收的春风，因何而
起？

早在 2013 年，宁波就与世界
银行合作启动了世行贷款宁波市城
镇生活废弃物收集循环利用示范项
目，项目总投资 15.26 亿元。同
时，宁波成立了以市政府主要领导
为组长的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
出台垃圾分类五年(2013-2017 年)

实施方案，筹集社会资金 17.56 亿
元，建立完善厨余垃圾、可回收
物、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四类清晰
的收运体系。

6 年来，宁波超额完成中心城
区居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建
设，新建、改建垃圾房 800 多座，
改造投放点位近 1万个。这份优异
的成绩单，为垃圾分类领域新模式
的涌现奠定了基础。

当智能回收设备真正进入社区、
直面群众后，它的便利性更是显露
无遗。投放时，市民只需对可回收
物进行简单分类，就可以按照机器
上的引导进行投递，按照标定价格
获得一定的金钱回报。现有的几种
智能回收箱都和品牌开发的 APP
绑定，用户可以通过移动客户端监
控家门口设备的实时状态，确保在
箱体没有满载的情况下顺利投递。

和传统的“破烂王”相比，这
些大规模投放的设备明码标价、流
程清晰，免去了和“破烂王”争执
议价的烦恼，也为社会治安的维护
起到了积极作用。

记者在高新区交通紫园小区询
问了几位使用过智能回收设备的居
民，得到的反馈也大同小异：“回
收价格可能比‘破烂王’低一些，
但胜在轻松便利，大家都忙于工
作，不想把时间消耗在几元钱、几
毛钱的争执上。”

智能回收能否根治垃圾分类工
作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顽疾，还无法
得出结论，但政府部门、大型国企和
年轻创业者不约而同作出的选择，
佐证了这一模式现阶段的可行性。

智能回收风从何起？

市垃圾分类办提到的“搭把
手”，是政企联动探索垃圾分类新
模式催生的一个硕果。世界银行宁
波垃圾分类项目的负责人弗兰克曾
在 6月初给出如此评价：这是一个
全球领先的项目，它在系统性、技
术性两个层面解决了困扰我们多年
的难题。

此外，“搭把手”团队还收到
了英国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的书面
邀请，将作为全国唯一的地方实践
代表，出席在伦敦举办的 2019 循
环经济全球峰会。

这只方方正正的箱子何以引起
全球关注？它的背后，是大数据在

“翩翩起舞”。
在“搭把手”大数据中心的监

控屏幕上，记者看到了该品牌所有
智能回收箱、垃圾暂存点和流动回
收站在全市的分布情况，每一座箱
体、每一辆清运车的实时数据和历
史数据都清晰可见。

“这不只是一串串字符，更是
了解居民生活状况、把握城市运行
脉搏的宝贵资源。”宁波供销再生
资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周坚
波说，大部分做垃圾智能回收的企
业都会开发类似的大数据系统，他
们的本质不是制造企业，而是高新
技术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的融合体。

箱子背后大数据“翩翩起舞”

“从业者应该先建立一个可以
盈利的企业，再以此为基础推动环保
事业发展，这才是可持续的经营模
式，才是垃圾分类的‘健康生态’。”

“太空侠”创始人祝元是“半路出
家”的年轻创业者，他的信心，就
是对经营理念的笃定坚持。

当前，垃圾智能回收体系的主
流模式是前端分类收集、后端与物
流公司和回收物加工工厂合作，智
能回收设备的研发企业则扮演着中
转站的角色。记者了解到，“搭把
手”和“太空侠”都在宁波建设了
自己的分拣中心，进行可回收物的
二次分拣；前者自己购买车辆，后
者与物流公司合作共享车辆，都通
过后台监控清运工作，确保高效、
精准。

但两家宁波企业的思路又有所
不同。“搭把手”得益于市供销社
庞大的回收体系和社会资本的支
持，计划自建塑料切片工厂和泡沫
压缩工厂，在内部形成一个回收、
分拣、再加工的体系，以此实现盈
利，支持平台顺利运转。按计划，

“搭把手”将在 2025年底建成再生
资源分拣中心 25 个、年分拣能力
达到 150 万吨，一旦有了下游配
套，将会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祝元和他的“太空侠”则不走
寻常路，在前端下了更多工夫。今
年“六一”儿童节，“太空侠”就
策划了一场“垃圾分类+精准扶
贫”的活动，以用户投递垃圾的形

式帮助贵州的孩子们完成心愿。
“我想让垃圾分类变成一件好

玩的事情，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
参与。有偿投递是基础，有趣运营
才是核心。”祝元信心满满地告诉
记者，“当年轻人把垃圾分类视为
时尚和潮流，愿意为活动内容买单
时，我们的目标就实现了。垃圾分
类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这些年轻人的认同至关重要。”

智能回收的产业并未成熟。
“小黄狗”的问题证明了智能回收
设备的租赁模式暗藏风险。北京师
范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马俊伟也曾
提出，受利益驱动和成本制约，许
多企业回收的是瓶子、废纸等回收
效益较高的垃圾，而厨余垃圾则无
人问津，处理技术也不完善。

记者还观察到，宁波部分社区
安装了智能回收箱，但社区居民使
用率不高，甚至不知道设备的存
在。业内人士分析，问题的主要原
因是企业和物业公司未达成一致，
设备被放置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
或缺少宣传和推广。这需要双方加
强沟通，或通过业主委员会倒逼物
业公司提升垃圾分类意识，尽快促
成合作。

“越是新生事物，越需要开放
竞争的环境。我们鼓励更多企业和
创业者参与进来，展开市场竞争、
不断创新突破，为全市的垃圾分类
工作大局做出贡献。”市垃圾分类
办相关负责人说。

探索垃圾分类“健康生态”

直观上看，大数据系统记录了
回收箱的垃圾储存量，一旦满仓，
工作人员就可以提醒附近的清运车
赶去处理，能满足社区居民正常的
垃圾投递需求。同时，工作人员可
以根据不同社区、高校及其他场所
近期的回收情况，不断调整车辆分
布和未来的箱体投放规划，最大限
度发挥智能回收设备的价值。

当前，“搭把手”已有超过 8
万名注册会员，每天新增会员数超
过 1000 人；成立近两年的“小黄
狗”已经覆盖 2000 多个小区，回
收废品超过 3000 吨。激增的会员
数量，意味着后台的大数据有了更
多的附加值。

当前，宁波哪一类群体垃圾分
类的意识更好？“搭把手”的统计
结果显示，约37%的注册用户年龄
在 30岁至 39岁，18岁至 24岁的比
例也接近 10%；“太空侠”的目标

群体也集中在 14 岁以上、45 岁以
下的人群。

这些数据并不能作为唯一的
判断依据，但或多或少能够展现
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
通过智能回收的方式参与到垃圾分
类工作中，年轻的父母也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为下一代的成长提供良
好榜样。

这庞大的数据库，甚至还能用
于分析城市居民的消费习惯，观察
不同类别商品的市场行情，在垃圾
分类工作外产生价值。

政府大力引导，企业积极投
入，市民广泛参与，垃圾智能回收
有着良好的发展现状和光明的前
景，但它是否能在公益和盈利间找
到平衡，开辟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
路，从真正意义上提升人们垃圾分
类的意识？我们需要乐观的态度，
也需要步步为营、创新不辍。

评 说

▲▲垃圾分类垃圾分类，，要从娃娃抓起要从娃娃抓起。。（（徐俊帅徐俊帅 摄摄））

▲▲““太空侠太空侠””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徐俊帅徐俊帅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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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组装完毕的智能回收设备即将组装完毕的智能回收设备。。（（徐展新徐展新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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