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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城管函〔2021〕8号

昆明市城市管理局
关于政协昆明市十三届五次会议
第 135046号提案答复的函

沈斌委员：

您们提出的《关于昆明市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的建议》提案

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5年，国家住建部等五部委将昆明市列为全国第一批 26

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之一。2017年 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

单列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在 2020年底生活垃圾回收利

用率达 35%以上，表明了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从鼓励性过渡到强

制性。2017年 12月，住建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要求在 2020年底前，46个重点城市

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基本形成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标

准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在进入焚烧和填埋设

施之前，可回收物和易腐垃圾的回收利用率合计达到 35%以上，

进一步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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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作为 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之一，昆明市委、市政

府历来高度重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将其列为市委、市政府生态

文明建设和年度重点工作之一，纳入市级综合目标考核。近三年，

累计投入财政资金约 1.85亿元。目前，昆明市已基本建立垃圾分

类规章和标准体系，强制分类实施范围逐步扩大，分类收集覆盖

率达 90%，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35%，达到了国家和省级目标

的工作要求。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季度考核通报：2020年上半年，

昆明市得分 60.5分，第三季度得分 67分，第四季度得分 68.5分，

在全国 46个重点城市工作成效评价体系中的评价为“工作成效明

显显现”。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一）坚持党建引领，明确有关职能部门职责

一是昆明市各县（市）区通过党建引领，发挥党员在推行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中的作用，用红色引领绿色发展，让垃圾分类工

作行更稳、走更远。同时结合“垃圾分类 党员先行”主题，各社

区党总支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将垃圾分类纳入基层党组织工作职责，组织和发动党员干部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志愿服务，争做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践者、

宣讲者、推动者、监督者；二是制定年度工作方案，明确工作任

务，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 12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若干意见》（建城〔2020〕93号）等要求，出

台《昆明市 2021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昆垃分办〔2021〕3

号），方案明确了 2021年昆明市生活垃圾分类各项工作任务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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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管理职责。

（二）以点带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

1．开展小区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试点。根据《昆明市 2021年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昆垃分办〔2021〕3号）要求，2021

年全市将开展小区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试点，在全市选取设施设备

投放齐全、垃圾投放环境干净整洁、入户宣传到位、分类意识较

高的居民小区开展强制分类（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呈贡、

安宁不少于 5个，其他县区不少于 1个），以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和

督导员制度结合，开展规范化示范小区建设，通过示范点建设形

成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的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在全

市逐步推广，2021年，全市共建设 99个示范小区。

2．注重智能优先，将物联网技术融入示范片区建设。对标

国内外先进城市，昆明市主城区从广泛开展试点入手，通过购买

服务等方式，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探索

搭建“物联网+”垃圾分类智能化回收平台，努力走出一条城市“智

慧”垃圾分类创新之路，如五华区、官渡区、盘龙区、西山区、

呈贡区、经开区等县（市）区积极引入智能垃圾分类。

（三）制定垃圾分类法规政策和标准，完善垃圾分类闭环系统

一是昆明市出台政府规章《昆明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

法》（昆明市人民政府令第 146号），自 2019年 3月 1日起实施，

规章规定了全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各项分工、标准及管理等内容，

对实施垃圾分类提供了规章依据；二是建立健全考核机制，根据

住房城乡建设部考核要求，昆明市城市管理局参照厦门、上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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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做法，建立了与住房城乡建设部同步的生活垃圾分类数据

分析系统，制定印发了《昆明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考核暂行办法

（试行）》（昆垃圾分类办通〔2020〕4号）、《昆明市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考核“以奖代补”实施方案（试行）》（昆城管联〔2019〕

6号）、《昆明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第三方考核实施细则（试

行）》（昆垃圾分类办通〔2019〕6号），引入第三方考核机制，建

立定期不定期明查暗访和奖惩机制，按照考核排名对各县（市）

区实施“以奖代补”。三是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全市综合目

标考核，昆明市从 2020年起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全市综

合目标考核。同时，2021年针对四分类（如 3＋Ｎ）末端设施建

设需要，结合各县（市）区实际，个性化设置差异化考核目标，

已经市政府领导同意并上报市委办公室县区考评处，以强有力的

考核作为抓手，督促各县（市）区和市级各部门提高认识，认真

落实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不断推进昆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四

是统一规范设置分类投放设施标识。按照大类粗分、简便易行的

原则，结合《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2019），昆明市生

活垃圾按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配置

不同的分类投放设施，并下发通知要求各县（市）区规范生活垃

圾分类标志标识，避免分类误区。

（四）完善可回收物回收利用体系

根据《昆明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条例》，商务部门负责制定和

实施生活垃圾再生资源回收产业政策、收运管理规范、回收标准

和回收行业发展规划，对可回收物的回收工作进行监督管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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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结合昆明市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主城各区积极探索“互

联网＋资源回收”模式，通过积分奖励与兑换的形式，促进可回

收物的再生利用，同时结合辖区中转站实际情况，合理布局建设

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和集散市场，推进城市生活垃圾中低值可回收

物的回收和再生利用。

（五）长远规划，合理布局厨余垃圾处理设施

一是制定印发《昆明市厨余垃圾分散式处理设施布局布点规

划》（昆垃分办〔2021〕5号）、《昆明市厨余垃圾处理工作方案》

（昆垃分办〔2021〕2号），对集中式厨余垃圾处理项目建设、分

散式处理设施的设置、厨余垃圾收运处置监管等工作任务进行了

布置；二是研究制定厨余垃圾处理配套规范性文件。昆明市城市

管理局与昆明城投公司共同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正在起草厨余

垃圾收运处理管理办法、厨余垃圾收运处理运营监管考核办法等

规范性文件，以有关配套性文件为抓手，确保厨余垃圾处理工作

落到实处；三是有序落实厨余垃圾处理“3+N”模式（即：3个

集中式末端处理设施，N个分散式处理设施），补齐厨余垃圾处理

设施短板。N个分散式设施方面：市城市管理局和昆明城投公司

共同组织编写《昆明市厨余垃圾分散式处理设施布点布局规划》，

有序推进可研编制、设备采购等准备工作。优先在 COP15会议嘉

宾入住酒店、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机构和有污水管网连接的

区域设置分散式处理设施，就地就近及时处理餐厨垃圾，计划

2021年 8月 30日前，实现分散式处理能力 150吨/日，2021年底

前，实现分散式处理能力 300吨/日。3个集中式末端处理设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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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是与清缘润通公司开展特许经营谈判，争取 2021年内启

动一期项目改建和二期项目新建工程，早日实现 500吨/日的餐厨

垃圾收运处理能力；二是针对新建的西郊有机垃圾处理厂项目正

在开展项目考察，工艺比选等工作（初步计划处理规模为 400吨

餐厨垃圾+300吨粪便），计划 2021年 9月开工建设；三是远期规

划建设西山厨余垃圾处理厂，处理能力 900吨/日。力争在 2022

年底前实现“2+N”的厨余垃圾处理格局。

（六）引入市场化模式，加快完善垃圾处理设施

昆明市积极探索构建“政务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运

作”机制，使政府作为行业发展的指导者和市场的监管者，引入

社会力量参与生活垃圾处理，推动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化发展。目

前，昆明市先后引入临安嘉盛环保、重庆三峰环境、中电环保、

海创环境等专业化社会资本以 BOT等运作模式投资建设生活垃

圾处理末端设施，目前，建成垃圾焚烧发电厂 6座，运营的有 5

座（东郊垃圾焚烧发电厂停产开展原址升级改造），通过引入社会

资本，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实现政府职能的归位，政府通过

制定产业政策，规范垃圾处理市场秩序，将政府、企业、居民都

纳入垃圾分类回收处理体系中来，从而实现垃圾分类的可持续性。

（七）加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1．开播“垃圾分类进行时”和“垃圾分类公开课”，为进一

步促进昆明市垃圾分类各职能部门工作，明确目标，落实主体责

任，积极作为，推进昆明市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见实效，形成社会

共参与良好局面，昆明市城市管理局联合昆明广播电视台充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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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媒体监督、宣传优势开展《垃圾分类进行时》、《垃圾分类公开

课》两档专题访谈栏目，按顺序邀请昆明市 19个县（市）区政府

垃圾分类分管领导上线开展直播访谈，目前，五华区、安宁市、

盘龙区、晋宁区、官渡区人民政府分管领导上线五期《垃圾分类

进行时》，5月 19日开播《垃圾分类公开课》第一期。

2．充分发挥网络等宣传优势，开展多形式垃圾分类主题宣

传活动。一是昆明市城市管理局联合昆明信息港开展“垃圾分类”

为主题文艺作品征集、展播活动，目前，已根据实际情况评选出

获奖作品；二是昆明市城市管理局依托昆明市广播电视台、昆明

信息港和市级有关主流媒体，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电视推广和主持

人代言宣传、生活垃圾分类公益广告等生活垃圾分类新媒体视频

制作，目前，昆明广播电视台主播刘语、纳欣代言的垃圾分类公

益广告已定期在相关频道播出；三是利用户外 LED屏、电视、广

播、公交、线下活动等多形式、多角度宣传；四是按月开展宣传

主题活动，不定期开展垃圾分类专项培训，努力提升群众的知晓

率和参与率；五是切实从娃娃抓起，持续广泛开展“小手拉大手”

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发放生活垃圾分类宣传读本 10万余册（含

幼儿版、小学版和中学版），同时全市各学校将垃圾分类纳入学校

课堂教育；六是印制形式多样的宣传资料，不断提升宣传效果。

（八）建立垃圾分类检查长效机制

按照《昆明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考核暂行办法（试行）》（昆

垃圾分类办通〔2020〕4号）、《昆明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第

三方考核实施细则（试行）》（昆垃圾分类办通〔2019〕6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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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要求，昆明市建立了定期考核检查工作机制，委托生活垃圾分

类第三方考核评估小组重点围绕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

分类处理四个环节每月实地检查考核党政机关、物业小区、公共

区域、学校、医院等地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根据实地检

查的实际情况下发考核通报，督促各县（市）区针对考核通报问

题逐步改善垃圾分类工作的不足。

三、下一步工作方向

（一）落实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提高生活垃

圾精准投放率。一是严格按照《昆明市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昆明市人民政府令第 146号）要求，积极推进物业居住小区垃

圾分类工作，督促物业公司积极引导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进一步

落实物业公司作为直接管理人的责任；二是从不断强化源头分类

意识入手，持续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全面开展垃圾分类宣传

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不断

巩固提升宣教培训效果，持续提高广大市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

积极性和分类投放的准确率。

（二）补齐短板，提升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能力。以《昆

明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施规划（2019-2035年）》（昆垃圾

分类办通〔2020〕7号）为引领，一是分步推进“3+Ｎ”厨余垃

圾处理布点布局。根据主城区厨余垃圾产生量和末端处理设施现

状，按照《昆明市厨余垃圾处理工作方案》（昆垃分办〔2021〕2

号）要求，加快西郊有机垃圾处理厂项目前期工作，有序做好项

目招标和开工前后各项准备工作，尽快完成清缘润通项目特许经



— 9 —

营权补充协议的签订。按照《昆明市分散式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布

点布局规划》（送审稿）要求，加快开展点位落实和设备招投标等

工作，优先在具有一定规模用餐人数的党政机关、学校、医院、

协会、体育场馆、车站码头等公共机构和政府平台企业、大型商

超、酒店宾馆、商业综合体、农贸市场、污水处理厂、公租房小

区、垃圾分类示范小区等设置，就地就近及时优先处理餐厨垃圾，

力争厨余垃圾处理量与产生量相匹配；二是提升焚烧处理能力。

加快西山焚烧发电厂二期等垃圾末端处理设施建设，力争 2023

年底前，焚烧处理能力预计达到 7450吨/日，确保昆明市生活垃

圾处理呈现良性状态。三是建立分类投放收运体系。所有示范小

区分类配备收运车辆和投放设施，加快推行定时定点投放和“不

分类，不收运”等措施，执行全过程管控监督机制，实现“投放、

收集、运输、中转、处理五个”环节全过程管理，做到垃圾产业

链全程可查、末端进场垃圾全程可追溯。

（三）加大政策支持。一是不断完善法规规章等，在《昆明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昆明市人民政府令第 146号）规

章的基础上，适时开展地方性法规立法工作，将办法上升为条例，

为垃圾分类工作有序推进提供有法可依的保障；二是积极落实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1对 1”

交流协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建办城函〔2021〕71号）文件

要求，充分借鉴其它城市做法，取长补短，不断提升昆明市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水平；三是因地制宜细化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

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管理要求和技术标准，为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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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有序推进提供参考标准；四是完善配套措施，按照“谁产

生、谁付费”原则，逐步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收费制度，开展垃圾

收费制度调研，适时出台厨余垃圾收费制度，努力提升生活垃圾

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水平。

（四）持续加强宣传培训。一是拓宽垃圾分类宣传渠道，依

托相关主流媒体和网络宣传媒体，持续开展垃圾分类宣传，不断

提高市民知晓率和参与度；二是督促引导各县（市）区积极开展

多形式主题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

三是结合昆明市工作实际印制垃圾分类宣传资料，不断丰富宣传

资料种类。

感谢您对昆明市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2021年 5月 25日

（联系人及电话：徐江 15877968267）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