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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5版）“在孩子眼中，完成分类投递像玩
一个游戏。我也乐于他从小养成垃圾分类的习
惯。”丁女士说。

或许，“小黄狗”的未来正在其中。

“力争试点城市全覆盖”

桂博文称，目前“小黄狗”累计已投入近 20 亿
资金。

投资人投入真金白银，为的是在资本市场赚
取丰厚的回报，但“小黄狗”能否激发用户衍生价
值，尚待时间验证。

值得注意的是，“小黄狗”的运营正悄然变化。
一向高举高打的公司，也开始精打细算过日子。

除了剥离“骑手”精兵简政，“小黄狗”也着手
调整全国的布局。在公司官方网站上，“城市”被放
在显眼位置，从北京、上海到巴彦淖尔，“小黄狗”
入驻全国39座城市。

记者注意到，在上半年的一篇新闻报道中，这
个数字变为38。桂博文接受本报采访时，给出的数
字是37。

2019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明确要求：到
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
处理系统。

据桂博文介绍，“小黄狗”的目标是2020年覆
盖全国46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但公司目前开展
业务的城市中，只有23个是试点城市。这意味着
“小黄狗”继续进军试点城市的同时，可能暂停非
试点城市的业务。

30多个城市，8000多个社区，桂博文坦承，
“小黄狗”的确存在布局分散的问题。

但对高成本的机柜太“烧钱”的质疑，她表
示：“过去付出的，已经是沉没成本。‘小黄狗’暂时
不会大规模订制新的机柜，已铺设的机柜将通过
调度，逐步优化集中。当布局足够密集的时候，成
本是能够被覆盖的，只是需要精细化运营。”

当初她出任公司总裁，头号任务就是精细
化运营。“当时‘小黄狗’缺乏专业化运营团队。
即使去年不出事情，公司也要进行优化。只是后
来给我的时间更短了。”桂博文说。

不只在城市之间的考量，城市内部同样要
反复斟酌。“小黄狗”曾在全国铺设了上万台机
柜，但居民投递只是垃圾分类最前端的业务，
后续还得靠“骑手”转运处理。如果转运成本太
高，“骑手”无利可图，“小黄狗”的产业链条无
法维系。这要求公司精心考量点位的设置，既
考虑机柜服务的居民集中度，也不能忽视转运
距离。

“至少500户居民以上，铺设一台机柜相对
合理。”“小黄狗”北京负责人郭鑫道。他告诉记
者，目前，“小黄狗”在朝阳区和海淀区铺设的机

柜最多，大兴、通州、昌平也有不少数量，城市中
心的东城区、西城区就相对少一些。整体而言，五
环外的机柜多于五环内。这是因为打包站和分拣
中心通常都建在城郊。

2019年，“小黄狗”还顺应全国四分类标准，调
整了业务范围，打破了过去只能做可回收物收取
和交易的局限，升级为全品类垃圾分类综合运营
服务商，为城市和企业提供一揽子垃圾分类解决
方案。

2020年1月，“小黄狗”在江西省推出厨余垃圾
处理一体机以及四分类环保屋。6月，四分类垃圾
回收屋已进驻北京朝阳区崔各庄乡京旺花园小区
试点运营。

“过去，各地没有出台政策和标准，‘小黄狗’
更着眼机柜铺设。现在不同的城市有了相应的政
策。有的需要基础设备，有的只需要做收运，有些
只做宣传科普。我们的服务也将更加多元化、精细
化。”桂博文说。 编辑刘婧宇

“爱分类”上门，打通垃圾分类投放最后几十米
一对父子从废品回收转型垃圾分类，深耕垃圾减量却面临推广难题

本报记者李坤晟

为了养家糊口多挣钱，父亲徐铭骏 32 岁时，
决定蹬着板车，走街串巷收废品，参与创建了北京
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为给传统回收行业“赋能”，
儿子徐源鸿 32 岁时，与父亲一起创办爱分类环境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分类”），运用互联网思维
和信息技术做垃圾分类。

“全链条建设，全品类回收，全主体参与”的
“爱分类”，在北京昌平区深耕三年多，徐家父子前
前后后投入达 8000 万元。

风口之上，“互联网+垃圾分类”的公司如过
江之鲫。“只靠互联网做不成垃圾分类，应该是垃
圾分类+互联网。”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的徐源
鸿，更看重源头分类的前端价值，打造回收与资源
开发利用深度结合的完整效益链。

“比农村老家还脏乱的环境，生

意不可能做长久”

“回收员骑三轮车上门，将居民装在定制垃圾
袋中的可回收物打包、贴码，集中到小区服务站，
再用封闭式货车运送到分拣中心。整个过程采用
GPS 定位系统，实现垃圾分类清运的全程监控。”

在北京市昌平区北六环外的“爱分类”分拣中
心，徐源鸿侃侃而谈。言语间，洋溢着他对这种运
营模式的自信。

今年 35 岁的徐源鸿，自嘲是个“废二代”。大
学时代，父亲的营生是他的难言之隐。偶有同学
问起来，他只应一句“家里是做买卖的”，然后赶紧
转换话题。

1991 年，父亲徐铭骏从河南信阳老家到北京
谋生。短短几年，他从小工做到包工头。当时，很
多信阳老乡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一开始，徐铭
骏瞧不上这“穷人才干的事”。

可讨生活往往顾不得面子。干建筑工程躲不
开三角债，到头来利润还不如收废品丰厚。眼见
那些说起来不够体面的老乡，一个个挣得比自己
还多。“跑三轮收货，一天卖四五百块钱。”1997 年，
徐铭骏改行干起了废品回收。

几年后，颇具经商头脑的徐铭骏和几个老乡凑
钱，租下北京北五环外东小口地区的大片荒地，建
起 100 多个简陋小院。

“我爸成了二房东。把这些院租给收废品
的老乡。这个院专门收铜铝，隔壁院专门收塑
料，纸张、木材、轮胎橡胶等都分门别类。”徐源
鸿说。

渐渐地，东小口发展成北京最大的废品回收
市场。据说，这里全盛时期有 3 万多人靠此谋生，
废品分类回收量占北京的四分之一，年交易额高
达数十亿元。

徐铭骏也发家致富，成为市场里数一数二的
“破烂王”。在他口中，这个“废品王国”还有一个
好听的名字——“再生资源集散地”。

不过，传统的偏见深入人心。曾有外地领导
来东小口调研，看见在废品堆中玩耍的孩子们，对
陪同的徐家父子调侃道：“这些孩子长大了，不就
是‘废二代’么？”

每当回忆起这句话，徐源鸿总会提醒自己：
“一定要抬起头，让这个行业被人看得起。”这份执
念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商业抉择。

在北京上大学时，徐源鸿向父亲灌输产业升
级的理念：废品回收长期“脏乱污”的落后业态，与
一线城市的发展和定位不匹配。

早在北京奥运会前，徐铭骏就时不时听到，政
府要取缔东小口废品市场的风声。

在“爱分类”分拣中心的车间门口，55 岁的徐
铭骏回忆道：“那时候都露天作业，小车在院里停
一天，不洗根本就没法开。刮大风的时候，塑料泡
沫满天飞。”

当年，他也很认可儿子的判断——这比农村
老家还脏乱差的环境，北京迟早得整治，现在的生
意做不长久。

2008 年，大学还未毕业的徐源鸿，写了一份
昌平区分拣中心可行性报告，递交给北京市商委
和昌平区政府，提议建设一个国外封闭式的静脉
产业园。

静脉产业的概念，最早由日本学者提出，意为
废弃物转换为再生资源的行业，如同将含有较多
二氧化碳的血液送回心脏的静脉。

领导称赞想法很好，但北京寸土寸金，批不了
地，一切自然无从谈起。

“不以‘三化’为主的垃圾分类，

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2015 年，随着北京旧城改造，东小口废品
回收市场成为历史。告别“二房东”的安逸日
子，徐铭骏在儿子劝说下，决定转型做垃圾分类
业务。

父子俩首次实践在北京南城。“别的企业从
政府接单后转包给我们。我们雇人带着袖章、

拿着钩子，把垃圾桶里的厨余垃圾分出来。”在
位于中关村科技园昌平园的办公室，徐源鸿回
忆道。

这个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躺着挣钱的业务”，
高峰时覆盖居民达 20 万户，但这并不是徐源鸿想
要的——过于依赖和甲方的关系；居民没有真正
参与进来；在垃圾桶扒垃圾，先混后分，根本没有
从源头分类。

更重要的是，这同自己一心想摆脱的“脏乱
污”业态没什么两样。他曾向甲方提过一些信息
化的改进方案，对方不置可否。

“10 块钱预算，甲方转给我 5 块钱。为了生
存，我只能给他做 3 块钱的活。我接受不了。读
了这么多年书，还是要讲底线。”徐源鸿说。

在徐源鸿眼中，不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为原则的垃圾分类，全是挂羊头卖狗肉。

2017 年，他和父亲徐铭骏回到昌平区，成立
“爱分类”，开始践行自己的垃圾分类理念。

如今，“爱分类”负责昌平区 273 个小区的垃
圾分类宣传运营。城北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
任李元君记得，徐源鸿第一次登门谈合作，自己很
不屑。

负责街道环卫工作十余年的他，心里犯嘀咕：
“此前搞过若干次垃圾分类，没一次搞起来。这么
多人都失败了，你就能成功？”

但“爱分类”的运营模式，却让李元君感到一
定可行性——公司派专人值守，定点定时引导居
民交投垃圾，按各类垃圾的量，给予积分与环保金
奖励。更重要的是，可回收物能做到全链条、全品
类回收。

全链条是指“爱分类”自购垃圾清运车，自建分
拣中心，打通垃圾分类的全部流程——囊括分类
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直至再生品交易。

“少一个环节，就做不好垃圾分类。只有打通
产业链，向可回收物的资源化利用要效益，企业才
能长久。”徐源鸿说。

他接着对记者道：“这个行业水很深。就拿废
纸来说，你知道可以细分成多少类吗？收回来的
废纸什么时候该囤，什么时候该卖？……只有长
期在行业里摸爬滚打才能明白。”

全品类则是只要满足干净、无液体、无异味，
“爱分类”对可回收物应收尽收。

采访中，徐源鸿谈起自己对垃圾分类的理解：
“重点在宣传发动，难点在厨余垃圾，亮点在可回
收物。现有技术条件下，可回收物再利用是最切
实的减量突破口。”

近年，打着“互联网+垃圾分类”旗号的公司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社会上不乏质疑声：如果只
处理可回收物，靠拾荒者不就够了？

徐源鸿解释道，传统观念认为，只有将最脏最
臭的厨余垃圾循环再利用，才算真正的垃圾分类，
而忽略了相关技术尚不成熟的现实。事实上，可
回收物的增量，就是生活垃圾的减量。

在“爱分类”分拣中心，流水线上十多名工人
正飞快地将各品类的垃圾，分拣进不同的铁筐或
大塑料袋中。

车间主任孙国珍的丈夫，是一名回收废品的
个体户。她指着归置好的玻璃瓶和食品包装袋
说：“这些东西只有‘爱分类’才收。我爱人不会
要，收了赔钱！”

“个体户只收纸板箱、塑料瓶、易拉罐、报纸等
卖得上价的高价值可回收物。如果谁家有两张光
盘、一张体检的 X光片，还不够他跑一趟的成本。
正常情况下，这些只能当其他垃圾扔掉，最终被填
埋或者焚烧。但这些东西，我们都能回收利用，最
大程度实现减量。”徐源鸿说。

2017 年底，“爱分类”获准进入城北街道东关
南里小区试点。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5 月 27
日，两年半时间，该小区累计收集可回收物 21029
单，重量 288 吨。

“没有居民方便参与的配套机

制，政策再好也没用”

“爱分类”收低附加值可回收物，其逻辑是靠
规模效益获取利润。如徐源鸿所说，一张光盘没
有回收价值，一吨光盘则未必。但要产生规模效
益，意味着在一定区域内，有足够多的用户参与，
能回收足量的可回收物。

进入东关南里小区试点之初，“爱分类”公
司采取派专人值守，定点定时交投，按量给居
民积分奖励的方法，但居民参与度远不如
预期。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卢迪告诉记者，上班族早
出晚归，常常赶不上投递时间。一些居民不但不
参与，反而偷偷乱扔垃圾。

2016 年，徐源鸿在台北看跨年演唱会。活
动结束后，主持人情绪激昂，号召观众不留任何
垃圾：“去年我们就做得很好。今天一定也能做
到！”

“唱高调。”看着现场黑压压几千人，徐源鸿有
点想看主持人的笑话。

接下来的一幕，令徐源鸿感慨不已：一队年
轻志愿者来到观众席前方，举起“请把垃圾给我”
的牌子。现场观众，从后到前，将手中的荧光棒、
塑料瓶……一个传一个。散场后，地上果真很
干净。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定得有让居民方便参

与的配套机制。不然，政策再好、宣传得再多也
没用。”徐源鸿说。

2018 年 5 月 18 日，“爱分类”改变策略，采
取上门回收模式。

“爱分类”给每位注册用户免费发放“可回
收物袋”，专门装可回收物。居民装满一袋后，
可通过“爱分类”微信公众号、小程序、400 电话
等方式，提前一天预约上门回收。

实名制回收员现场称重、贴溯源二维码，并
发给居民新的回收袋。居民还能获得 0 . 8 元/
公斤环保金作为奖励。环保金可以在小区超
市、菜店以及“爱分类”网上商城使用。

在这个模式下，居民只需搞清楚哪些东西
能回收，哪些不能回收。家里自备一个厨余垃
圾桶，一个其他垃圾桶。大多数时候，不能回收
的垃圾，湿垃圾放厨余垃圾桶，干垃圾放其他垃
圾桶，就可以了。

“垃圾分类一定要化繁为简。老百姓不参
与不行。如果要求太多，搞得大家不愿分也不
行。分类太细，老百姓记不住，还会打退堂鼓，
最后只能催生‘你是哪种垃圾’的网络段子。”徐
源鸿说。

居民简单了，但就企业而言，可回收物分得
越精细，后端资源回收再利用的转化率就越高，
可回收物就更能卖上价钱。对此，徐家父子的
方案是，居民简单分，再由企业精细分。

“没有专业知识也分不好，更重要的是，分
错了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原本能回收，也不能
要了。”徐源鸿说。

分得简单，投放路径也必须简单——一键
预约，就像通知快递员上门取快递。

别小看从家门口到小区垃圾投放点，虽然
只有短短几十米，自从回收员上门服务，居民参
与度高了，收到的东西多了，不当投递少了。当
然，这需要利用信息技术，对接用户和回收员，
提高回收员工作效率，尽量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这些工作都做好了，老百姓在家里就参与
到垃圾分类中来了。我始终认为，不能把小区
的垃圾桶当作垃圾分类的主战场。”徐源鸿说。

卢迪告诉记者，自从启动上门回收业务，以
东关南里小区为例，用户参与率从 30% 增长到
90%。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今年春节假期，“爱分
类”的回收员没法进小区。让徐源鸿意想不到
的是，很多居民收到公司通知后，提着袋子到小
区外排队交投垃圾。

“有个回收员一天收了 1 . 5 吨。还有开着
奔驰车出来投递的。这说明经过一两年的培
养，老百姓养成了习惯。”徐源鸿道。

他有些兴奋地说：“70 周年国庆，快递小哥
走过了天安门。说不定 80 周年的时候，我们的
回收员也能亮亮相。”

让“爱分类”公司员工振奋的是，2020 年 5
月，北京市出台了《居民家庭生活垃圾分类（两
桶一袋）指引》，其中倡导的分类方法与“爱分
类”模式非常相像。

“我们的模式可行要推广，还

需要依靠资本的力量”

2018 年底，当上门回收模式做到第 1000
单时，“爱分类”公司全员去附近的川菜馆吃了
一顿。“像到了一个节点，让我相信自己的模式
得到了认可，能走下去。现在公司平均每天
2000 单，已累计百万单。”徐源鸿说。

可创业不会一帆风顺。在记者和徐源鸿两
次见面中，他多次提及，2020 年 5 月 1 日起实
施的新修订《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未提及
企业第三方的作用。

按条例规定，城市居民生活区由物业管理
单位主责。专业公司地位作用不明确，让一些
地方犹疑是否需要引入第三方。

“垃圾分类作为一项有科技含量的系统工
程，应该是政府主导、物业主责、企业专业化运
营、全民参与，各司其职从而形成长效机制的。
这就是‘爱分类’秉持的‘全主体参与’理念。”徐
源鸿说。

“很多人还有刻板印象，依靠社区工作人员
发动群众，搞一两次大会战，坚持三五个月，垃
圾分类就能成功。”城北街道一名工作人员说，
“但真做过的就知道，想只通过行政命令改变老
百姓的生活习惯，不现实。”

在采访中，徐铭骏提起儿子赞不绝口：“垃
圾分类，还得年轻人做。他比我有想法，懂计算
机，光靠我肯定做不了。”

但去年秋天，他忍不住对儿子发了通脾气。
为了辅佐徐源鸿，徐铭骏一年 365 天几乎都待在
位置偏僻的分拣中心。

“有时候，我也想，如果不像现在这么做垃圾
分类，我早退休去全世界旅游了。人投进去了，钱
投进去了，亏不亏？”徐铭骏说。

他指着车间里一条能自动筛选可回收物的
生产线说：“光是研发它，就花了上千万元。”企
业更大的压力来自资金。因为贷款不易，徐铭
骏抵押了一套房子。

城北街道办事处主任明占学感慨，徐家父
子把垃圾减量做到了实处。

但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地方，并没有对垃圾
分类提出具体的减量指标，也并未对低值可回
收物提供补贴。

徐源鸿对减量的极致要求，无疑让公司的
运营背负较大压力。按人工成本、运输成本和
0 . 8 元/公斤的奖励金标准，“爱分类”每收一吨
玻璃就赔 600 元。

“现在平均每天收 4 吨玻璃，光这一项每天
就要赔 2400 元。”徐铭骏说。按徐源鸿的想法，
等居民分类习惯养成后，再逐步取消对玻璃品
的奖励金。

目前，“爱分类”公司的收入，一部分是可
回收物资源利用带来的利润，一部分是政府补
贴，还有一部分是面向机关企事业单位的 B
端业务。

2019 年，“爱分类”公司终于实现收支平
衡。徐家父子认为，随着业务扩张，再生资源
利用的利润越来越多，对政府补贴的依赖将逐
步减少。没想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垃圾分
类行业造成了不小冲击。

5 月 29 日，记者第二次采访徐源鸿时，他
正考虑是否降低给居民的物质激励。降补贴会
不会失去用户黏性？会不会降低政府对公司的
信任？这绝非容易的决定。

奖励标准是两年前他们团队测算的结果。
这个标准在居民中已形成一定认知。

“受疫情影响，资源后端的价格掉了一半。
0 . 8 元的标准，在当时可以承受，现在的压力就
很大了。”徐源鸿说。

目前“爱分类”在昌平之外，拓展了加盟合
作模式。新开展业务的地区，不再对玻璃制品
发补贴，“但回收员上门时，可以帮忙带走”。

不过，靠 B 端业务实现收支平衡的现状，
难免限制了公司扩张速度。

当记者问起未来有没有可能考虑卖掉公
司，父子两代人的答案大相径庭。

在分拣中心的办公室，徐铭骏往沙发上靠
了靠，摆了摆手道：“不会。投入了这么多，去年
能做到持平。说明我们这条路走通了，已经看
到希望了。”

徐源鸿则不拒绝这个选项。他说：“从 0 到
1，从 1 到 10，验证了我们的模式是可行的，但
想从 10 做到 100，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

编辑刘荒

▲“爱分类”的工人在分拣垃圾。 受访者供图

“买”垃圾鼓励分类投放，这样的企业“钱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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