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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垃圾：代价高昂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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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3,599,671.30

本年度总支出 3,357,239.61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169,005.2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31,700.00

行政办公支出 156,534.36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88.0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5.61%

� � 本基金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1,900,000.00 0.00 1,900,000.00

1,900,000.00 0.00 1,900,000.00

0.00 0.00 0.00

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24,988,962.91 26,119,747.26 流动负债 1,952,628.28 1,375,391.28

其中：货币资金 24,959,531.21 25,810,315.56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99,000.00 99,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3,879.00 2,475.00 负债合计 1,952,628.28 1,375,391.28

净资产合计 23,139,213.63 24,845,830.98

资产总计 25,091,841.91 26,221,222.26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5,091,841.91 26,221,222.26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3,139,213.63 24,845,830.98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5,063,856.96 0.00 5,063,856.96

其中：捐赠收入 1,900,000.00 0.00 1,90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3,357,239.61 0.00 3,357,239.61

（一）业务活动成本 3,169,005.25 0.00 3,169,005.25

（二）管理费用 186,336.94 0.00 186,336.94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1,897.42 0.00 1,897.42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706,617.35 0.00 1,706,617.35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泽永诚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10 月 15 日五、监事：宛宝成

前几日，塑料袋行业某家集
团的头头说了句颇具挑衅意味
的话： 别这么快就否定废弃物。
这位头头的工作，就是成天跟地
方上对一次性商品包装袋的禁
令作斗争。

“零浪费， 就意味着零经
济。 ”

将绿色环保与经济崩坏联
系在一起，这种论调我们并不陌
生。 不过他关于废弃物的这番
话，着实值得我们好好想想。 垃
圾确实是美国制造的最大一项
“产品”之一，而且在经济环境好
时的产量一般比在经济衰退时
更大。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垃圾
这种产品跟我们感觉上的正相
反，其实是件好东西呢？ 难道那
句关于“浪费得越少，想要的就
越少”的老话真应该理解成“浪
费得越多，得到的越多”？ 美国人
是否应该冷静下来，并陶醉于这
样一个事实：我们是这个星球上
最浪费的人，每个男女老幼平均
每天要扔掉 7.1 磅垃圾———相当
于一辈子要扔掉 102 吨垃圾？ 这
就是说， 我们美国人买的东西
多，生活的消耗也大？

恰恰相反。 浪费并非经济的
增长引擎，而是一种代价高昂的
上瘾行为。 过去一年半以来，经
过对垃圾问题的全身心投入研
究，我发现了那些惊人数量的浪
费是如何在几十年间从不可想
象变成如今的新常态的。 当你站
在洛杉矶那 150 多米高的垃圾

山上时———这里是全美国最大
的垃圾填埋场，比大多数城市的
高楼大厦都要高———你怎能不
问：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关于垃圾，看看这些事实：
垃圾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商

品，而中国对美国最大的出口商
品是电脑。 美国对中国最大的出
口是废纸和废旧金属———我们
用废品换他们的值钱货。 中国将
美国输出的废品制造成产品，然
后再大幅加价卖回给美国人。 而
美国呢，这个曾经为全世界制造
产品的国家，如今却变成中国的
垃圾包装工。

浪费的高昂代价是：美国社
会在废弃物管理上的平均开销
甚至高于在消防、 游乐园和娱
乐、图书馆或教材方面的开支。

买完即扔的垃圾：最大的一
类垃圾，也是超过三成美国人买
完后就立即扔掉的垃圾，就是包
装和容器。 这些理论上都是可以
回收再利用的，但大部分最后都
在填埋场一埋了之。

以前是以前， 现在则是：美
国现在的人均制造垃圾量是上
世纪 60 年代的两倍。 其他富裕
国家制造的垃圾要比美国少得
多：日本人每天的平均垃圾制造
量只有 2.5 磅。

这只是垃圾问题的冰山一
角。

现在的好消息是：解决办法
是有的。 浪费，这是我们每个人
都能够参与其中帮助解决的一

个重大社会问题，而且这不但对
我们这个星球有好处，还有助于
经济繁荣。

浪费或许确实会显著地增加
经济活动———更多的零售意味着

要填埋更多的包装品， 但挥霍浪
费并不能跟繁荣画等号。 无论经
济大环境是好是坏， 浪费始终是
一种消耗， 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动
力源泉。 那些聪明的公司就深悟

这个道理。例如沃尔玛，这家公司
减少了在加州 80%的垃圾填埋
量，将废弃的食物进行堆肥处理，
并回收废塑料和废纸用来制造新
的产品（例如把塑料衣架变成狗
窝）。该公司现在已经把垃圾由成
本变成了一项收入来源。

越来越多的家庭也通过零浪
费而获益。 我在新书《垃圾学》中
提到的四个家庭其中之一———加
州密尔谷的杰克逊家， 就避免使
用包装过的、 塑料的和一次性的
产品， 更倾向于购买相对更便宜
的大包装和可再生商品。 他们还
尽可能购买二手和翻新货。 最重
要的是， 他们购买非食品类商品
时， 是根据一个简单的问题来决
定：我能把这东西当成传家宝，还
是在六个月后就当垃圾扔掉？比·
约翰逊（Bea Johnson）表示，她的
家庭开支减少了四成， 因此省出
了大学基金、 一辆混合动力汽车
和美好的度假。

其他国家也在跟浪费问题
做斗争。 在美国每年把 69%的废
弃物填埋掉的同时（因此浪费掉
估计价值约 200 亿美元的原材
料），澳大利亚、德国、瑞典、比利
时、丹麦都已经把填埋率降低到
4%以下， 并把垃圾用来发电、取
暖和制造，而同样的东西在美国
都被扔掉了。

零浪费并不意味着零经济。 它
意味着一种不同的经济， 不同的赢
家。 而且没有那么多的垃圾山。

（据《福布斯》）

图为本文作者爱德华·休姆斯 （Edward Humes）， 他的新书
《垃圾学： 我们与垃圾之间的情事》（Garbology: Our Dirty Love
Affair with Trash）获得了普利策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