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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垃圾换取食物” – 墨西哥城以物换物创新性的 

智能城市 –优秀范例 

垃圾, 社会包容性 

“Mercado del Trueque” 
- 以物换物市场项目 
墨西哥城, 墨西哥 

 

以物换物市场项目 “Mercado del Trueque” 于 2012 年在墨西哥城建立。在墨西哥城，平均每天要产生超过 12,000 

吨的垃圾。这些垃圾中有约 12% 循环使用，然而其余的都土地填埋了。[1] 到了 2011 年，墨西哥城主要的垃圾填埋场，

也是世界上最大填埋场之一的 Bordo Poniente, 达到了其最大承载量而不得不关闭，这引起了对于城市垃圾管理的考虑

和重视。[2] 出于这个原因，也结合了其它一些因素，推出了创新性的以物换物市场 “Mercado del Trueque”, 旨在引

起城市居民对于循环利用和当地资源消耗的重视性。[1] 以物换物市场每月举办一次，可以使市民用干净的和分离的固

体垃圾交换当地生产的农作物。每个月，有超过 2,000 人参加市场并且用垃圾交换食物[2]。每人每天限制最高交换的

垃圾额度是 10kg 。[1] 尽管项目开展以来减少的垃圾是很有限的，但这却开创了墨西哥城市民对于垃圾减少和回收的

文化。[3] 
 

国家/ 城市简介 

初始背景 

在 2011 年，墨西哥城的主要填埋场, Bordo Poniente, 在达到其最大填埋承载力后关闭。城市面临了巨大的固体废物垃

圾处理挑战。墨西哥城周围的垃圾填埋场，由于要填埋之前运送给 Bordo Poniente 的垃圾而不堪重负。由于这个原因，

急需寻求垃圾填埋处理方式之外的其他方法，由此产生了很多垃圾减排行动，包括墨西哥城以物易物市场项目。 [2]  

这个项目，不单单是作为填埋场关闭后的解决方式，也是在墨西哥城市佛得角计划(绿色计划)下的一项减排行动。墨西

哥城市佛得角计划在 2007 年发布，应对不同地区的气候变化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尽管最初没有设定为具有法律约束

力，但这些问题计划归入到多项项目和行动中，并且设定为一个为 15 年的周期(2007-2022)。[7] 加强城市垃圾管理是

墨西哥城市佛得角计划七项关键主题之一，目标是实施一个完善的和可持续的固体垃圾处理系统。[8] 以物换物市场项

目也包含在佛得角计划之中，目的是引起市民对于垃圾循环和减量的关注。  

项目介绍 

墨西哥城市的以物换物市场在每个月第二个周日开展。一直位于公共区域，比如公园和广场上，市场部分时间在城市的

不同地区开设。每两个月，市场会开在其主要营业地点, the Chapultepec Forest, 这为墨西哥市民开创了一个常规的聚

集地。每俩月中间间隔的一个月，交易市场在城市不同区域流转，为了方便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居民。在市场上，市民们

可以交换循环垃圾 (最少 1kg, 最大 10 kg 每人) ，得到“绿色券,” 然后可以从当地农民那买到食物。交易的垃圾目前 

 

 

国家 城市 

人口 (2013) 12230 万[4]  人口 (2013) 9 00 万 (城市) [5] 

2120 万 (都市圈) [5] 

土地面积 (km²) 196.4 万 土地面积 (km²) 1.485 (城市) 

~4.250 (都市圈) 

人均 GDP (2014, 国际货币 
$, 购买力水平) 

17,167 [10] 人均 GDP (2014, US$, 
购买力水平) 

n/a (城市) 

19,239 (都市圈) [6] 

地区 拉丁美洲 地区 内陆 

城市地理位置  位置  封闭的盆地, 群山和火山包围= 没有天然排水出口 (洪水风险,地震活动频繁，空气流通弱) 
 位于早期湖床之上= 地基松软 (沉降流风险 = 地下水和废水处理挑战) 
 相对高海拔 (~2.250m) = 大气含氧量低 

气候  亚热带高原气候 (平均气温: 12-16 C°) 
 年降雨量 820 mm/年, 反气旋风力系统 = 空气流通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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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涵盖七个类别: 玻璃, 纸和混合纸板，铝制品和铁罐，PET 塑料瓶，利乐包装，电子产品 (除了显示器) 和食用油

塑料瓶包装。当地农民提供的农产品包括水果，蔬菜，植物，等等。这些是来自墨西哥城乡下的农场。农产品交易完即

结束市场交易。[1, 3]  

实施过程 

“Mercao del Trueque” 由墨西哥市政府和环境部共同规划和实施，同时也与多方公共城市机构和私人公司合作。[2] 下

表中总结了项目最重要的实施步骤和细节，展示了怎样在墨西哥城中通过免费食物作为一种经济刺激方式来增强市民对

于回收和减少垃圾的意识。 

结果 

在 2014 年, 约 128 吨可循环垃圾，覆盖所有的类别，由以物易物市场项目收集到 (在 2013 年约 151 吨)。在 2015 年的

前三个月，已经收集了约 38 吨。[1] 垃圾收集量的具体信息在项目网站上经常更新。除了具体的垃圾收集量的信息，网

站也给出此项目对环境的益处，包括以下细节:  

 节约造纸所需要的木材 

 节约造纸过程中水资源的消耗 

 减少汽油消耗 

 减少垃圾填埋 

 节约了电能消耗 

 减少铝制品制造中的赤泥生产 

2014 年和 2015 年前三个月获得的环境利益绝对数值列于下表 [1]: 

环境利益  [1] 

 

 节约了造纸所需的

木材 

节约了用于造纸

使用的水资源 

[升] 

减少汽油消耗 [升
] 

减少垃圾填埋  
[m³] 

节约了电能消耗

[kW] 

减少铝制品生产

过程中的赤泥产

量 [kg] 

2014 总年度 864.5 ~147.0 万  ~75,000 127 250,690 3,168 

2015 年一月至三月 234.5 441,440 20,693  28 80,012  903 

                                                            
1 Rate of exchange, April 2015 

项目实施细节 

过程/ 管理层 以物换物市场项目实施需要: 系统性的组织,一个合适的位置, 足够的资金和与市民的合作以赢得对项目的支持。整个项目过程主要

由墨西哥市政府和环境局 SEDEMA 承办。以物换物市场作为一种教育项目与多方公共机构共同实施，包括垃圾循环公司和当地农

场。[2] 

资金 在以物换物市场开设期间，当地的农民会得到 “绿色券”以交换他们的产品。这些农产品事先都由政府出资。同样的，当地农民也

得到了补贴因为墨西哥政府事先以高于市场价买下了农产品。预估政府每月总共需要花约 6,300 欧1。这也意味着只有约一半甚至

不到一半的项目花费可以从回收到的垃圾中得到 – 剩下的费用由政府出资。[9] 

参与者 项目由多方机构合作共同设计和执行 [2]: 

  墨西哥市政府  

 环境局 SEDEMA  

 环境教育办公室 

 信息和广播局 

 E 市民服务部 

在项目执行期间，项目发展了以下合作伙伴 [3]:  

 约 80 个当地生产商 (墨西哥乡村地区的农民，提供交换的食物) 

 多个回收公司 (项目中回收到的垃圾，运输到垃圾循环站) 

 公共事业员工和志愿者 (参与项目的组织和活动) 

用可循环垃圾交换食物是: 

 墨西哥城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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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易物市场除了对环境有益之外，对于经济，社会和健康都有好处。通过提供高质量的食物来交换垃圾，也对抗了营

养不良这一现存在墨西哥市民中的健康问题。从经济和社会角度来看，以物易物市场的好处有，比如：辅助当地农业和

其食物消耗，推广了私人垃圾处理企业 (产生新的工作职位)。[3]  

由于项目的规模有限，只获得了小范围内的结果。然而基于过去几年中获得的成功，城市可以考虑增设更多的此类市场

以扩大项目的影响。同样的，尽管结果很有限，但以物易物市场对于回收利用方面的全民教育是很重要的。 

经验学习 

墨西哥城的以物易物市场项目是非常容易复制的。这个项目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由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它不仅仅减少了

垃圾，提高了居民的垃圾回收意识，也同样推动了当地食物的消耗量和生产量。因此，当其他城市也遇到社会融合性问

题，垃圾回收问题，食物安全问题时可以从这个项目中获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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