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各行业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与2016年收费测算值

序号

1

2

类型

行政事业类

工商业类

其中以自来
水为原辅材料的
企业及洗洁洗浴
行业和基建行业

合计

折算系数
（公斤/吨水）

3.77

4.04

按上表工商业类收费标准收取，按其
用水量20%计算

收费单价
（元/吨垃圾）

53.42

53.42

收费标准
（元/吨水）

0.20

0.22

2016年行业
用水量（吨/年）

17835485.79

77052598.71

56685135.88

151573220.38

收费额
(万元）

356.71

1695.16

249.41

2301.28

序号

1

2

注：1.其他包括以自来水为原辅材料的印染、电镀、线路板、饮料、造纸等行业以及洗车、浴足桑
拿、理发等洗洁洗浴行业和基建用水，按上表工商业类收费标准收取，按其用水量20%计算。

2.对部分水消耗量与垃圾产生量系数偏离较大的单位，可由收费单位核实后按实际垃圾产生
量计收垃圾处理费，按每吨生活垃圾53.42元的标准收取。

类型

行政事业类

工商业类

折算系数
（公斤/吨水）

3.77

4.04

处置费单价
（元/吨垃圾）

53.42

53.42

收费标准
（元/吨水）

0.20

0.22

根据五邑大学研究报告中2016年珠海市各行业估计用水量，采用水消耗量折算系数法，测算
年收费情况见下表。

预计全市全年非居民用户收缴垃圾处置费共2301.2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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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召开非居民生活垃圾终端处置费听证会
采用“水消耗量折算系数法”，推进行业全覆盖

水消耗量折算
系数和标准

根据市价格监督检
查与反垄断所《珠海市垃
圾处理收费定价成本监
审报告》（珠发改价成监
审〔2017〕3 号），垃圾处
理平均单位成本（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平
均）为53.42元每吨，作为
处置费单价计算收费标
准。具体征收类别、水消
耗量折算系数和标准见
图表所示。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环境服务价格体系，为我市环境卫生事业健康、有序、规范发展提供保障，市发改局按
照“污染者付费”和简化收费分类原则，结合我市实际，制定珠海市“水消耗量折算系数法”生活垃圾终端处置
费方案。7月11日，市发改局组织召开听证会，企业代表、政府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等10余名听证参加人
出席并发表意见及建议。

目前，我市对香洲区（主城区）实施垃圾处理收费（终端处置费用），西部地区及主城区机关、事业单位和
工商企业多数未缴纳垃圾处理费。

根据方案，全市将全面推行生活垃圾终端处置费制度，所有产生生活垃圾的行政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
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等，均应按规定缴纳生活垃圾终端处置费。

在当天的听证会上，与会代表纷纷发表意见和建议，表示企业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支持听证方案
实施。

记者获悉，本次听证方
案主要在两方面推进全覆
盖。一是参照《珠海市收取
垃圾处理费用实施办法》（珠
府〔1997〕21 号），将只在香
洲区（主城区）实施的垃圾处
理收费政策推广到全市，标
准不变，但各区可根据实际
情况决定是否执行；二是对
一直未收费的非居民用户
（主要是企业）开始征收垃圾
处理费，真正做到行业全覆
盖。

也就是说，原来只在香
洲区（主城区）收取居民生活
垃圾终端处置费用，现将推
行到全市范围，包括西部地
区。收费仍执行《珠海市收
取垃圾处理费用实施办法》
（珠府〔1997〕21号），西部各
区（含功能区）可参照执行；
对一直未收费的非居民用

户，开始征收费用。
根据珠海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提供的历年珠海市客
户用水数据以及我市生活垃
圾产生量统计数据，五邑大
学相关专家组对我市生活垃
圾产生量与用水量2011年
至2016年的数据进行相关
性分析，结论是垃圾产生量
和用水量的相关系数为
0.955，两者高度相关。

根据方案，非居民户由
按核定量收费的方式，改为

“水消耗量折算系数法”计
收。根据五邑大学所做的
《珠海市征收生活垃圾终端
处置费方案》，水消耗量折算
系数法即通过调查研究与统
计分析，找出不同垃圾产生
源（即不同水消费群体）的垃
圾排放量与其水消耗量之间
的折算系数。据五邑大学刘

教授介绍，水消耗量折算系
数法无需逐一统计垃圾产生
量，因而收费过程公开、公
正、简便、规范，易操作，有利
于提高收缴率，避免了按户
计量操作上的复杂性，使得
以供水系统作为收费平台将
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成本从大
于20%降至 1%-3%左右，
间接地减轻了缴费对象的经
济负担。

据介绍，非居民类采用
“水消耗量折算系数法”方式
征收，将根据不同类别用户
的实际用水量对应相关收费
标准由各区委托市水务集团
在收取水费时代收。

对部分水消耗量与垃圾
产生量系数偏离较大的单
位，可由收费单位核实后按
实际垃圾产生量计收垃圾处
理费。

采用水消耗量折算系数法，推进全覆盖

据介绍，根据《珠
海市收取垃圾处理费
用实施办法》（珠府

〔1997〕21号），香洲区
（主城区）实施垃圾处
理收费（终端处置费
用）。

1、城镇居民：家
庭住户每月 8 元；集
体、单身宿舍每人每
月3元。

2、市区内农渔村
居民：家庭住户每月5
元；集体、单身宿舍每
人每月2元。

3、暂住人员：家
庭住户每月 8 元；集
体、单身宿舍每人每
月3元。

4、标准垃圾箱用
户（单位）：(1)市场、饮
食旅馆业每箱60元；
(2)工厂、商店及其他
每箱 50元；(3)机关、
事业单位每箱40元。

5.无垃圾箱用户
（单位）：(1)饮食业:按
营业场地面积计收，
20平方米以下，每月
10元；21-40平方米，
每月 20 元；41-100
平方米，每月 40元；
100平方米以上，每增
加20平方米加10元
（不足 20 平方米不加
收）；(2)商店及其他行
业:按营业场地面积
计收，10平方米以下，
每月5元；11-20平方
米，每月10元；21-40
平方米，每月 15 元；
41-100平方米，每月
20元；100 平方米以
上，每增加20平方米
加 5元（不足 20 平方

米不加收）；(3)因经营
性质无法测算营业场
地面积的单位:按垃
圾产生量参照第4项
标准收取。

部队、学校、幼儿
园、福利院、镇辖农
村，暂不收取垃圾处
理费。

为使垃圾处理工
作顺利开展和持续发
展，市政府加大了对
垃圾处理费的收缴力
度，从 2004 年 1 月 1
日委托供水部门、市
物业管理部门代收代
缴，收费标准不变，具
体做法是：

1.对市供水总公
司已抄水表到户的居
民，在收取水费同时
代收代缴垃圾处理
费；对单位、个体经营
户，由清运服务作业
单位统计垃圾量（营
业场地面积），报市容
环卫处核定收费额，
再委托供水部门代
收。

2、对市供水总公
司目前未抄水表到户
的物业小区，由市物
业管理处委托物业管
理公司代为收取。为
方便组织对经营者缴
费，2010年4月1日，
珠海市采用水费管理
系统委托供水公司收
取垃圾处理费。

由于我市目前垃
圾管理体制问题，西
部地区及主城区机
关、事业单位和工商
企业多数未缴纳垃圾
处理费。

现行终端处置费用政策

与周边城市
情况比较

目前，我省采取“水消耗量
折算系数法”收取垃圾处理费的
城市有深圳、江门、中山、惠州、
东莞、顺德、汕头等地，各地运行
稳定、反应良好。此次我市制定
的方案，收费标准与周边城市相
比，普遍低于周边水平。

财政负担
相应减轻

据统计，2014-2016 年
我市财政支付给垃圾发电厂、
西坑尾垃圾填埋场、渗透液处
理厂的金额为（不包括直接纳
入垃圾处理投资计划中的金
额）3899.3万元、5707.2万元、
5269.7万元。

2014-2016年珠海市垃
圾处理（处置）费收费金额为
2449万元、2526万元、2620
万元。

2014-2016年扣除收费
额后财政仍需支出1450.3万
元、3181.2万元、2649.7万元。

如按方案收费标准和
2016年垃圾产量测算，可收
缴 非 居 民 垃 圾 处 置 费
2301.28万元，财政负担相应
减轻，但仍不能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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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郭秀玉

■计算公式
垃圾处理费（元/月）＝单

位垃圾成本（元/吨）×垃圾产
生量（公斤/月）÷1000。

其中：垃圾产生量（公斤/
月） = 用水量（吨/月）×折算
系数。

折算系数，即每消耗 1 吨
水所折算的垃圾量（公斤/吨）。

■举例说明
非居民用户（某行政事业

单位）月用水量为 20 吨，调查
测算的吨水垃圾产生系数为
3.77公斤/吨，吨垃圾处理成本
标准为 53.42 元/吨，则月收费
额=20×3.77×53.42÷1000=
4.0元。

方案的折算系数来自五邑
大学《珠海市征收生活垃圾终
端处置费方案》。

水
消
耗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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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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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法

对企业影响不大

由于我市目前垃圾管理体制问题，大部分工商业企业没有缴
纳垃圾处理（处置）费，为更好地测算方案对企业的影响，市发改局
根据市水务集团提供的2016年部分行业用水大户（选取了基建、浴
足桑拿、农贸市场、酒店、商业、饮食服务业用水量排名前三的部分
企业、工业用水量排名前十的企业），进行了成本测算。经测算，收
取垃圾终端处置费对企业成本的增加在可承担范围内。

同时，对部分水消耗量与垃圾产生量系数偏离较大的单位，可
由收费单位核实后按实际垃圾产生量计收垃圾处理费，按每吨生
活垃圾53.42元收取，如企业对按水系数消耗量法计算的垃圾量产
生质疑，可向垃圾收费单位申请核定实际垃圾量，按实际量缴纳垃
圾处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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