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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亲爱的读者，

城市面临的压力每年都在增加。地方政府不得不在压力下管理各种系统，

而对很多政府来说，这种紧张感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我看到全球各个行

业和部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城市规划者也一直面临着如何适应这个快

速变化世界的挑战。

欧洲终于开始远离旧的废弃物管理和产业模式，决策者现在明白了采取

新方案的紧迫性，它就是：资源管理。

“从废弃物到资源”的转变已经成为城市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它

同时影响着经济、社会和环境议程。在农村地区，保护农业系统、当地

就业和社区韧性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我们社区的未来确实

岌岌可危。

当悲观情绪主导着媒体叙事时，我看到积极的变化正在各处发生。科技、

社会和经济的驱动正在改变叙事，从而推动社区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发

挥作用。创新的步伐如此之快，以至于很容易扰动现有的公共服务和法

规。

前言

城市是气候较量成败的关键。“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联合国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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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看到共享经济正在重建我们社区的“社会结构”，循环经济正

在创造我们的社会结构所需要的物质库，以重新定位生产，让我们的公

民重新拥有自己的未来。对环境影响的认识现在已经成为主流，并且人

们已经准备好抓住机会接受更智慧、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如果领导者能够给他们的社区一种目标感、一个要遵循的愿景以及在新

经济中发挥作用的正确工具，那么他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取得成

功。

如果您认为过去几十年的变化很大，那么就开始为未来10年的变化做准

备吧。新冠疫情（COVID-19）危机让我们得以一窥我们将会经历的并会

在未来几年变得普遍的变化。

我们在欧洲需要做的事情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必要的；改变我们生产和

消费的方式，以便从根本上减少排放，同时提高生活质量和社区的韧性。

未来10年将是为实现本地化、低碳和韧性强的新经济奠定基础的关键时

期。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停止成为地球的负担，而且是为地球补充生命和

资源。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但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呢?

在欧盟层面，公共和私营部门都围绕着“向循环经济转型”的概念进行

重组——循环经济是一种不浪费和不污染的经济模式，一种保持产品和

材料的继续使用并重建我们生态系统自然资本的经济模式。现在每个人

都在谈论这个词，我们似乎都认同一个“资源高效的欧洲”的真正潜力。

经济增长与资源使用脱钩的理念，如今已成为布鲁塞尔的主流观点，且

欧盟已启动了各种支持性立法。然而，如何在地方一级实现这一愿景仍

是挑战。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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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非常自豪地发布了“零废弃总体规划”的第二版——一份关

于“什么是零废弃”和“为什么要实践零废弃”的全景论述。在这个更

新和扩展版的总体规划中，我们概述了零废弃的确切含义、它的历史以

及它如何定义未来的愿景。

这份总体规划是为希望通过以下一个或几个方面来推动所在城市实现宏

伟转型的市政官员、政策制定者、零废弃活动家、社区领导人、废弃物

专业人士和城市规划者设计的：

● 解决垃圾危机或将系统重心从残余废弃物管理转向资源循环管理

● 为创业、地方商业和就业的蓬勃发展创造机会

● 将智慧、可持续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纳入主流

● 逐步淘汰产品、服务和基础设施中的有毒物质及其排放物

● 建设有韧性且强大的社区，帮助公民之间重新建立连接

无论您是已经“在职”开展废弃物工作，还是正在准备一个本地的零废

弃倡导行动或发起一场社区运动，本总体规划都会为您的计划提供所需

的模块。“助力您的零废弃第一步”，就是本规划的设计初衷。最后，

我们介绍了一系列工具，可以帮助您进一步深入到在社区实施零废弃计

划的细节。

我们希望这份工具性的文献能帮助您和您的社区迈向零废弃。

祝好,

胡安·马克·西蒙（Joan Marc Simon）

欧洲零废弃（Zero Waste Europe）总干事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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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废弃物管理” 到 “资源管理”

我们的星球一直遵循“零废弃”的原则。在工业时代之前的几千年里，

废弃物始终不是一个常用概念，因为文明社会的大多数废弃物都被用作

其他加工过程的输入物，就像自然一样，以循环的方式保留了材料的价

值。只不过，大自然通过进化所做的一切，人类需要通过设计来完成。

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需要重新思考生产和消费的方式，以创建出类似

于生态系统的物质间联系。这些联系可以保存蕴藏在资源中的价值和能

量，同时也使我们的文明繁荣昌盛。零废弃不仅是要让经济活动与环境

破坏脱钩，更重要的是要为子孙后代保留生存的韧性和自然的资本。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欧洲现代废弃物管理模式的特点是从废弃物流

中挑选有价值的材料，然后将剩余的材料送到新建的焚烧厂中。仅在30

年前， 25％的分类收集率门槛在欧洲大陆的任何地方都被认为是无法实

现的。因此，在奥地利、法国、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建立了

巨大的焚烧厂。

如今我们知道，废弃物预防（prevention）和新的商业模式可以减少

30%~50%的废弃物产生，垃圾分类收集的比率可以达到90％，分类收集生

物质废弃物具有很强的经济和环境意义。因此，人们可以观察到，欧洲

正在从20世纪的“基础设施”模式向如今的“零废弃”模式转变，前者

以昂贵、高度集中和缺乏灵活性为特征，后者则显得更加有效、分散、

灵活。而且，这种转变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革新不断进步。

从 “废弃物管理”到 “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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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达到欧盟的废弃物预防和回收目标，取决于地方当局如何实施废弃

物政策。市政当局是创新和行动的中心，他们是与市民一起应对废弃物

问题和推动欧洲循环经济转型的最佳力量之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

同城市选择了不同模式，其中一些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但也有一些被

证明是过时了。

如果把来自旧的废弃物管理参考城市的数据与遵循零废弃模式的新领跑

城市进行基准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要送去处置的残余废弃物之间的差

异非常大。例如，维也纳市产生的残余废弃物几乎是卢布尔雅那市

（Ljubljana）的3倍，是特雷维索市（Treviso）的6倍。

图一：卢布尔雅那是欧洲首个零废弃首都。10年来，总废弃物产生量减少15%，可回收或堆
肥废弃物的平均占比上升至61%，而送往填埋场的废弃物则减少59%。“零废弃”不仅仅是
管理废弃物——该市很清楚这一点，因而加强了废弃物预防活动，并制定了到2025年残余
废弃物减半的宏伟目标。

从 “废弃物管理”到 “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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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废弃物管理的目的是通过以对环境危害最小的方式收集和处

置废弃物，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环境的直接损害。零废弃把我们关注的

焦点从废弃物管理转移到对地球宝贵资源的正确管理，从而带领我们进

入21世纪。

零废弃携手城市规划

城市的市政当局与社区的利益攸关方合作，掌握着释放欧洲循环经济潜

力的钥匙。本总体规划就是为这样的人而写的，它将作为一个工具，在

地方层面建立起零废弃实用知识，并将循环经济的愿景变为现实。

从 “废弃物管理”到 “资源管理”



最佳实践

卡潘诺里的故事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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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卡潘诺里
早在2007年，卡潘诺里（Capannori）是第一个宣称要追求零废弃目标

的欧洲小镇。该项目由当时的一家本地组织负责人、现欧洲零废弃主席

罗萨诺·埃科里尼（Rossano Ercolini）发起。

该城镇一直在为一场国际运动铺平道路，这场运动的规模自那以后一直

在扩大。得益于数个开拓性城市及其地方团体的努力，数百项经验教训、

战略和策略得到了试验和检验，他们的经验得以汇总、整理，从而诞生

了本“零废弃总体规划”。

查看其他零废弃城市的最佳实践。

从 “废弃物管理”到 “资源管理”

阅读卡潘诺里的故事

https://zerowastecities.eu/best-practices/
https://zerowastecities.eu/bestpractice/best-practice-the-story-of-capannori/


什么是
零废弃？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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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是当今世界的元问题之一，是我们每天都会

产生和管理的东西。

然而，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清理或更好地管理废弃物

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源，重新

设计我们与资源的关系，重新思考我们是如何生产

和消费的，并关注我们共同决策的方式。

这种新的视角和方案是零废弃。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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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废弃是一个既务实又有远见，既具有地方性又具有全球性的目标。零

废弃理念受到自然的启发，以一种类似生态系统的机制发挥作用，最大

限度地利用社区的资源，同时培育本地的生态韧性，为子孙后代增加可

用的自然资本。

地球和生态系统通过自然进化所做的一切，我们作为人类必须遵循之并

通过设计来完成。这就是为什么零废弃旨在重新思考我们生产和消费的

方式，以保存蕴含在地球资源中的价值和能量，并使人类文明繁荣昌盛。

废弃物管理的目标是“将废弃物转化为资源”，而“零废弃”则是“防止资源

变成废弃物”。

零废弃主要指通过有意的设计，将废弃物以及与之相关的有毒物质和低

效过程排除在社会系统之外。在零废弃系统中，材料和产品的价值被保

存在社区内，在那里它们会被反复使用。任何无法回收材料的技术都被

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并且会被淘汰。与此同时，循环再生（recycling）

对物质流的闭合很重要，但它应该被视为一种末端处理方案，因为我们

无法通过循环再生来摆脱一个充满废弃物的社会。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根据唯一一个经同行评议的定义，“零废弃”是:

“通过对产品、包装、材料负责任的生产、消费、重复使用

（reuse）和回收利用（recovery）来保护和节约所有的资源，

不焚烧，不向陆地、水域或空气排放威胁环境或人类健康的污

染物。"

2018年12月，零废弃国际联盟（Zero Waste International Alliance）

http://zwia.org/zero-waste-definition/


零废弃是未来希望的愿景

零废弃是一种态度

零废弃不仅仅是目的地，而是一场旅程，

它对任何人开放

世界各地的城市、餐馆、酒店、活动、社区和个人都已经证明，通过践

行零废弃理念，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16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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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废弃的优先次序

欧洲零废弃提出了一种新的废弃物管理优先次序（waste hierarchy）原

则，来改变社会看待废弃物的思维定势。重要的是，这种原则从传统的

废弃物管理转向了资源管理，创造了能在经济体系中保存资源的价值，

从而为当代人和子孙后代持续服务的制度。

零废弃优先次序不同于欧盟政府的废弃物管理优先次序，后者缺少两个

步骤。我们的零废弃优先次序更注重优质材料的节约和有机残余废弃物

的处理，同时为未来几年需要的过渡期做好准备。

我们通过优先次序原则循序渐进地进行指导实践，包括从顶尖的最佳方

案，到底层最糟糕、最不能接受的做法。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零废弃的优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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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refuse）/重新思考（rethink）/重

新设计（redesign）

拒绝我们不需要的，并通过重新设计商业模

式、商品和包装改变我们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来减少资源的使用和浪费。

源头减量（reduce）和重复使用

减少数量、毒性、生态足迹，并减少任何使

产品或部件不能重新用于初始设想之用途的

操作。

为重复使用做准备

对已成为废弃物的产品或部件实施检查、清

洁或维修操作，使其不经任何其他预处理便

可重复使用。

1 2 3

循环再生/堆肥（composting）/厌氧消化
（anaerobic digestion）
从分类回收的废弃物流中循环再生优质物料

材料回收和化学回收（material and 
chemical recovery）
以环境友好的方式，从混合垃圾中回收材料，
并使之成为新的有价值材料的技术。

残余废弃物（residuals）管理
在填埋之前，对无法从混合垃圾中回收的废
弃物进行生物稳定性处理。

4 5 6

不可接受的选项

不利于材料回收、对环境影响大、产生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s）、威胁向零废弃转型的做法：变废为能（waste to energy）的焚烧处置、

焚烧协同处置、变塑料为燃料、填埋不稳定废弃物、气化、热解、非法倾倒、露天焚烧和乱扔垃圾

7

1

2

3

4

5

6

7

图 2：零废弃优先次序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零废弃的优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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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零废弃的指导原则

零废弃的真正落实是由市政当局和社区利益攸关方在地方层面进行的。

这就是为什么本总体规划以零废弃城市的起步指南作为其定位，方法是

设计出一套共同的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是零废弃方法论的基础，可

以在zerowastecities.eu网站上找到。

下面，我们将关键原则与本地情况以及地方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实

施和影响的决策联系起来：

图3：零废弃的关键原则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城市零废弃的指导原则

https://zerowastecities.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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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最好的状态是从一开始就没被生产出来。因此，产品设计阶段的

干预是避免管理不应存在的废弃物的关键。

例如，通过在食堂、餐馆、旅馆、医院和家庭中实行适当的培训、激励

和采购政策，可以减少食物浪费。无包装商店和本地市场可以防止包装

和食品浪费，同时提供新鲜食品。

大多数一次性包装都是多余的，城市层面的适当干预很容易将其替换。

外带咖啡杯、外卖食品容器、用后即弃的水瓶或一次性吸管只是几个例

子，这些物品可以被不产生废弃物的解决方案替换。

市政当局还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促进饮料重复灌装和尿布重复使用体系

的推广，并保证在本地商店内提供其他无废卫护用品。

对于电子产品、家具或衣服等耐用品，关键在于鼓励维修和重复使用，

方式可以是二手商店、重复使用推广活动、线下和线上的交易平台。

利用公共采购的购买力来改变市场，推广无纸化办公室，建立物资仓库

和工具库，是防止本地产生废弃物的另一种方法。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城市零废弃的指导原则

源头减量和重复使用

https://zerowasteeurope.eu/products/menstrual_products_nappies_wet_wipes/
https://zerowasteeurope.eu/library/the-story-of-er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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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包装的设计不应该使其最终成为废弃物，而应在使用寿命结束时

尽可能保留价值。如果产品无法重复使用、修复、翻新、再生或堆肥，

则应重新设计或完全退出系统。

如果我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那么我们将无法找到解决方法。

目前的废弃物管理系统旨在使废弃物“消失”，包括将其送往其他国家，填

埋或焚烧。这种将东西扔往“别处”的幻想只会掩盖问题。因此，零废弃战

略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废弃物应摆在我们眼前，以证明我们系统内的现

有材料和产品设计都是不合适且不可持续的。零废弃项目要研究经有效

分类收集后，还会剩下哪些废弃物，以便审查和确定可能的解决办法，

防止日后问题反复出现。

应当明确具体产品或包装是生物循环（消费性产品）还是技术循环（服

务性产品）的一部分。一般性的原理告诉我们，混合了技术和生物成分

的产品或包装很难在目前的资源管理系统中被消纳。因此，除非非常清

楚该如何将不同的材料进行分离并回收再生，否则不应允许它们进入市

场。

事实上，产品或包装中的一些物质对人类健康和其他生物都是有害的。

如果产品或包装没有被设计成能在再生产过程中安全利用，那么若将其

作为再生材料循环使用，将会对回收系统的技术表现及使用相关再生材

料之物品的性能产生威胁。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城市零废弃的指导原则

为循环而设计

https://wastetradestories.org/
https://zerowastecities.eu/academy/the-transition-strategy-to-deal-with-residual-waste/
https://zerowasteeurope.eu/products/food-contact-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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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材料和产品的设计考虑了回收环节，但废弃物收集和处理系统却无

法对它们进行管理。在这些情况下，生产商应建立自己的逆向物流系统，

以确保它们得到有效的回收利用。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城市零废弃的指导原则

分类收集和闭合循环

如果我们的消费和生产方式得以改造并能有效避免可预防的浪费，与此

同时不可避免的废弃物被设计成可回收、易回收，以便在经济中再次利

用，那么将资源重新引入生产链条的唯一必要动作就是以尽可能最好和

最清洁的方式收集资源，确保其价值被保留以供下次使用。

在这方面，各城市和市政当局应实施有效的收集制度，以便对各种材料

进行清洁分类。应分类收集的材料至少包括有机物（食品和园艺废弃

物）、可回收物（纸张、纸板、玻璃和塑料容器、可重复使用的产品和

部件），然后是残余废弃物——这是分类收集穷尽之后残留下来的。

欧洲目前的例子表明，分类收集可以实现80％至90％的循环再生率。这

里针对来自家庭、学校和公共机构产生的所有废弃物。

分类收集有机物通常能产生最显著的影响：一方面可使大量的废弃物被

送去堆肥 ，而不是填埋或焚烧；另一方面也可使其他可重复使用物品或

可回收材料具有更高的纯度，价值保持不变。

https://zerowastecities.eu/academy/collection-of-bio-waste-in-densely-populated-areas/
https://zerowastecities.eu/academy/decentralised-management-of-organic-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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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收集（kerbside collection） 和押金返还计划（Deposit refund 

scheme）是确保回收率达到最高，并以最低成本对材料进行清洁分类的

最强有力工具。

做正确的事——垃圾分类，应该比做错误的事更加划算、

容易
任何仅仅依靠人们承诺作出更多努力的制度都是行不通的。经济激励措

施应作为行为改变的主要驱动力加以实施。产生过多的废弃物应被罚款。

当前的经验证明，当系统是为公民设计的并与他们合作时，公民是有意

愿配合的。

产品若将成为废弃物，其生产商也应共同资助垃圾分类计划。

除了为公民做正确的事设置经济激励措施外，还应扩大生产者的责任，

要求他们支付因将其产品或包装投放到市场而产生废弃物收集和处理的

费用。 生产者支付费用的设定应该是动态有机的，这意味着其水平的高

低应反映每种材料或产品可作为次生原料重新引入生产循环的难易程度。

如果分类收集工作进行得当，那么以前作为废弃物丢弃的资源将保持其

价值，并可回收为次生原料。如果具有相当的规模，城市内便可建立再

生资源仓储，取代目前的线性资源开采方式，并形成一种面向未来的生

产、物流系统，使资源可以在城市内部循环保留、创造和重复使用。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城市零废弃的指导原则

https://ec.europa.eu/jrc/en/publication/eur-scientific-and-technical-research-reports/best-environmental-management-practice-waste-management-sector
https://zerowasteeurope.eu/library/deposit-return-systems-drs-manife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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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新范式改造基础设施
随着废弃物产生量减少和循环再生率提高，填埋场或焚烧厂等处置基础

设施应不再兴建并逐步淘汰。灵活性和适应性对于零废弃至关重要，基

于这个原则，垃圾处理合同和规划不应产生锁定状态。在充分考虑到焚

烧缺乏适应性（无论是常规还是非常规）的情况下，必须避免继续增加

热处理能力，并且应逐步淘汰现有设施。

当本地规划增加了废弃物重复使用、分类收集、循环再生和堆肥活动，

同时减少了废弃物产量时，过渡性解决方案是只容许少量且数目不断减

少的性状稳定的残余废弃物安全填埋。为了尽快减少对填埋场的依赖，

除了要通过生物稳定化处理使残余垃圾质量、体积（和影响）减少，还

要从残余废弃物中进一步回收利用材料。在已实施路边收集的地方，这

已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而且越来越有效。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城市零废弃的指导原则

https://zerowasteeurope.eu/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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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您的社区
另一关键原则是社区教育和公众参与，这对于以人为本的“零废弃总体规

划”的成功必不可少。应邀请居民采纳“摆脱废弃物”的做法，并积极参与

资源管理系统的设计，以显著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公众教育运动是鼓励和促进公民参与的关键。当人口随时间自然老化，

城镇往往不得不应对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因为大量的新来者要么迁入

该地区永久居住，要么只是每天往返通勤。鉴于今天许多城市和城镇的

人口不断变化，必须更加重视公民的教育，并向他们提供信息资源，以

指导他们参与零废弃计划。因此，各城市应优先重视社区参与和教育活

动，因为这将为成功和有效的地方零废弃计划奠定基础。

教育和培训对于改变管理范式并逐步淘汰废弃物至关重要。需要提高市

政环境部门、本地废弃物管理公司和其他社区领导部门的关键人员对资

源管理的认识和知识水平。教育和培训是推出总体规划期间回应废弃物

问题引发的文化挑战的最佳方法。

还应向当地企业家、社会企业和团体提供更多的鼓励和支持。鉴于这些

利益攸关方所具备的本地知识以及在零废弃城市中的突出作用，应邀请

他们为社区面临的挑战提供解决方案。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深入您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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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废弃和循环经济

欧洲正在经历资源管理从线性模式向循环模式的转变，这一变化的实施

在地方一级进行。雄心勃勃的欧洲新立法已经出台，要求地方当局在未

来几年内调整方向，制定废弃物预防产生和重复使用政策，广泛开展分

类收集，落实高质量回收，逐步淘汰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处置。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零废弃和循环经济

图 4：循环经济示意图

https://eeb.org/wp-admin/admin-ajax.php?juwpfisadmin=false&action=wpfd&task=file.download&wpfd_category_id=79&wpfd_file_id=99377&token=67308efa09e00eba5f36414fdf4a0562&previe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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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是一种再生系统，通过减缓、闭合和缩小物质和能源循环，最

大程度地减少资源输入和浪费、污染物排放以及能量泄漏。这可以通过

长期的设计、维护、维修、重复使用、再制造、翻新和循环再生来实现。

这与“开采、制造、处置”生产模式的线性经济形成了鲜明对比。

零废弃思想完美地融合了循环经济的论述，“零废弃总体规划”也可能是城

市开始应用循环经济原理的最匹配工具。循环经济有潜力创造更多的就

业机会和企业，来处理有限物质资源的重复使用和循环再生。

如今，欧洲有数百座城市已承诺零废弃，并正在实施零废弃方案。来自

世界各地的地方政府也表达了对这种将社区利益放在首位的欧洲最佳实

践的兴趣。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零废弃和循环经济

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处理好自己的垃圾……但处理它们唯一
真实的方法是一开始就不制造垃圾。“
弗朗斯·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
欧洲绿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执行副主席，在欧洲议会环境、公共卫生和
食品安全委员会听证会的发言。

2019年10月10日-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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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废弃模式

旧模式：集中式资源管理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欧洲城市已经从生产中心转向消费中心。随着世

界城市人口的增加，生产越来越全球化，城市也变成了资源的汇集点。

线性模式使供应链呈指数级增长，使城市成为资源的墓地，也对当地居

民造成了重大伤害。反过来，这又导致权力和基础设施大规模集中到少

数人手中，并使社区与直接生产链条脱节。

事实上，今天大多数工人受雇于与消费有关的服务，而远离了生产和废

弃管理过程。

在最近几十年中，基础设施的开发一直倾向于高度集中的资源开采和管

理系统。这些系统消耗了大量能源和水等重要资源，并产生大量的废弃

物和碳排放。对于每个“系统”（工厂、城市、医院、学校）来说，资源的

生产（或处理）都远离资源消费的环节。

集中式系统意味着集中的能源结构以及因运输资源产生的高碳排放，而

资源的生产或管理却都远离资源消费的环节。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零废弃模式

https://zerowasteeurope.eu/2019/04/discarded-communities-on-the-frontlines-of-the-global-plastic-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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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模式：“分布式”资源管理

我们正在观察城市如何慢慢再次成为生产中心，也注意到生产和消费在

地方层面正逐步重建紧密的连接。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能源、粮食、水

和其他基本资源的生产和供应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得益于技术的支

持，社会和经济的推动力以及对强化系统效率和韧性的日益关注。

分散的系统意味着社区拥有更大的权力，更能掌控那些对其生活有影响

的决定。零废弃方案正是如此，它将对资源管理的控制权还给社区，使

社区对本地的经济形态有更大的影响力。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零废弃模式

图 5：传统废弃物管理和零废弃方案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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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通过加强社区堆肥，建立重复使用中心以创建闭环系统，还是重

新设计商业模式实现生产本地化，零废弃都有助于创建一种灵活的系统，

可以适应社区的具体需求。今天，在整个欧洲，我们看到了这种做法的

益处，社区对本地事务有了主人意识、凝聚力和自豪感。

.

未来图景

今后，整个社会极可能会设计出一套完整的循环体系。城市和郊区农业

将生产我们在城市消费的大部分食物。

在新建立的材料仓储的帮助下，生物经济（bioeconomy）将加强营养和

资源循环；以前被丢弃的废弃物会变为次生原料充满这些仓储。本地生

产的可再生能源将提供能量，维持该系统的运作。

数字经济将与循环经济融合，以优化系统，创造不会下岗的就业机会。

生产者成为消费者，消费者成为生产者。一次性产品和包装将被可重复

使用的无废解决方案取代，这种方案将通过缩短供应链得以实现。本地

物资流动将获得优先考虑，社区在资源管理方面会发挥积极作用，以确

保他们掌握新制度带来的大部分财富。

通过全球零废弃城市的增加，这种转变在今天已经发生了。我们开始看

到它对社会各个方面——包括环境和人口——都有好处，让我们每次都离

零废弃世界又近了一步。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零废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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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本规划并不关注垃圾危机以及垃圾填埋、焚烧厂和其他错误解决

方 案 造 成 的 问 题 。 但 是 ， 如 果 您 想 了 解 这 些 信 息 ， 在

www.zerowasteeurope.eu上可以找到相关资源。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零废弃模式

图 6：长供应链与短供应链的对比

https://zerowasteeurope.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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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废弃的新兴主题

零废弃是当今城市规划议程的最主要趋势之一，也是建设可持续城市的

基本组成部分。在城市规划领域，许多实践得到了大规模的宣传。下面

我们分享一些与“零废弃总体规划”并行且值得考虑和探索的主题，因为它

们融合了与我们路线图一致的核心价值和愿景元素。这种综合视角可以

帮助您的政治计划脱颖而出，并传达出您所在城市的真实愿景。

智慧城市

某些行业提倡的大多数关于革新的公开论述都是以技术为中心的。它们

将智慧城市定义为一种城市发展愿景——它将大型信息技术和通信系统以

及物联网技术集成在一起，以管理城市的资产。该领域的最新发展显示

出一种以人为本的视角，并强调如下事实：技术应服务于社区的目标，

并且只能作为“促进社会进步的使能器（enabler）”来加以应用。虽然零

废弃通常倾向于促进低技术解决方案（low-tech solutions），但我们确

实认识到数字平台和设备在提高效率和帮助减少废弃物系统碳排放方面

的好处，例如优化卡车的废弃物收集路线和某些"按量收费"（pay-as-you-

throw）系统中使用的射频识别标签。零废弃系统的优点在于，无论有没

有智能技术，它们都可以实现出色的效果。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零废弃的新兴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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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智能出行

我们支持富有雄心且可持续的城市交通发展议程。这意味着要促进人员

和货物运输系统的优化，并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运输。智能出行并不一

定意味着用电动汽车和重型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取代汽油或柴油动力汽车。

城市的发展方式和人与货物的流动方式是否得到"工程化"的设计，决定着

一个社区可以达到的碳减排水平。例如，人们上班要走很远吗？他们是

在社区购物还是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购物？确保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将当

地社区放在首位，对于希望实施可持续、低碳和资源节约的高效出行规

划的城市来说至关重要。

摆脱一次性使用

塑料污染是我们到达生态临界点的最显著指征，公众舆论一致认为我们

不能继续破坏地球。这个话题变得十分敏感，因为大多数城市在历史上

都曾遭遇过这样的危机，例如垃圾收集者罢工导致街头垃圾堆积，在本

地大气、土壤或供水中发现有害化学品，以及公民反对垃圾填埋场或焚

烧厂项目。然而，我们从未见过像今天这样的由塑料引发的全球废弃物

危机。好消息是解决方法是存在的并且将应用于全球。在未来几年内，

会有越来越多的预防产生和重复使用行为取代一次性塑料的使用，很多

此类项目将在零废弃城市展开。

全新的零废弃商业模式

线性经济所带来的挑战——物品的一次性使用是今天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

解决一次性包装、一次性尿布或食品浪费问题需要改变观念，实施新的

商业模式，设计零废弃系统。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零废弃的新兴主题

https://www.breakfreefromplast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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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的商业模式采用无毒材料并让物品能长期使用，同时充分利用新

技术，以从不可能做到的方式进行物流和数据管理。新的商业模式是劳

动和知识密集型，并融入当地生态系统的，而不是迫使社会生态系统适

应它们的。

零废弃生活方式

近年来，在家庭和个人层面，零废弃生活方式发展势头迅猛，欧洲成千

上万的家庭决定采取与以往不同的消费方式，并决意从根本上减少废弃

物的产生。批量购买产品、自己制作化妆品或种植食品，都是证明人们

希望成为行动者和生产者的例子，而不仅仅是消费者。这一愿景若实现，

就意味着本地有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有更低的

碳排放。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零废弃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U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愿景和方向。在社区内实施零废弃战略是将可持续发展

目标纳入当地计划的一种实际做法，有助于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主要环

境、经济和社会问题。

具体来说，零废弃方案可以帮助社区和市政当局实现：

● 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 可持续发展目标 12 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零废弃的新兴主题

https://www.globalgoals.org/


35

零废弃把这些全球层面的政策雄心和愿景，转化为地方层面的有形政策，

以加速实现所有192个联合国会员国已经商定的这些目标。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零废弃的新兴主题

在气候保护方面，城市对于塑造我们地球的宜居未来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大的环境挑战只能通过持续关
注社会公正，同时不失经济视角，才能克服。

“

迈克尔·穆勒（Michael Müller）
柏林市长

图 7：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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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废弃物和循环经济立法

自2014年《循环经济路线图》（Circular Economy Roadmap）公布以来，

欧盟一直在制定立法框架，为向零废弃转型铺平道路。2018和2019年，

随着主要的废弃物相关指令的修订和包括《一次性塑料指令》（Single-

Use Plastics Directive）在内的《塑料战略》（Strategy on Plastics）的

出台，这一势头持续增强。

在本节中，我们将概述欧盟有关废弃物和循环经济的最新立法。在本总

体规划的第二部分，我们会解释零废弃方案如何能通过提供一套既可适

应本地实际，又有一定灵活性的框架和方法，帮助欧盟成员国各市镇实

现立法目标，从而带来高水平的公众参与和社会影响。

欧盟废弃物立法修正案

2018年，欧盟成员国同意修订欧盟关于废弃物的三项主要立法，以期使

欧洲走向循环经济。

以下指令已修订：

● 《废弃物指令》（Strategy on Plastics，2008/98/EC）

● 《包装和包装废弃物指令》（Directive on Packaging and Packaging

Waste，1994/62/EC）

● 《垃圾填埋指令》（Directive on the Landfill of Waste，1999/31/EC）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欧盟废弃物和循环经济立法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type=TA&language=EN&reference=P8-TA-2018-0114
http://www.europarl.europa.eu/oeil/popups/ficheprocedure.do?lang=en&reference=2015/0276(COD)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type=TA&language=EN&reference=P8-TA-2018-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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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求欧盟成员国承担哪些义务? 
成员国至少需要设置以下废弃物的分类回收目标：

● 生物质废弃物：2023年12月31日之前

● 纺织品：2025年1月1日之前

● 有害废弃物：2025年1月1日之前

● 废油：2025年1月1日之前

● 纸（自2015年以来已经强制要求）

● 金属（自2015年以来已经强制要求）

● 塑料（自2015年以来已经强制要求）

● 玻璃（自2015年以来已经强制要求）

立法也批准通过了下列关于循环再生和废弃物管理，特别是包装物管理

的目标：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欧盟废弃物和循环经济立法

2025 2030 2035

市政废弃物循环再生和为重复使用做准备的最低要求 55% 60% 65%

市政废弃物填埋处置的最高限制 不适用 不适用 10%

包装废弃物循环再生最低要求 65% 70% 不适用

塑料 50% 55% 不适用

木材 25% 30% 不适用

黑色金属 70% 80% 不适用

铝 50% 60% 不适用

玻璃 70% 75% 不适用

纸张和纸板 75% 85% 不适用

图 8：以包装为重点的循环再生和废弃物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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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废弃物指令》要求成员国“利用经济手段和其他措施鼓励废弃物优

先次序的施行”，也包含如下经济手段范例：

● 废弃物填埋和焚烧的收费和限制：鼓励预防废弃物产生和循环再生，

同时将垃圾填埋作为最不可接受的废弃物管理措施

● 按量收费——向废弃物生产者收费的计划：根据实际产生的废弃物量，

为可回收物的源头分离和混合垃圾的减少提供激励

● 对物品捐赠活动给予经济激励，尤其是食物捐赠

●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可覆盖各类

废弃物，及各种有助于提高效能、成本效益和治理效果的措施

● 押金返还计划及其他鼓励消费后产品和材料有效回收的措施

● 逐步淘汰与废弃物优先次序原则有矛盾的补贴

● 用经济手段或者其他方法，来提升产品及材料的性能状态，以便获得

更好的重复使用和循环再生

这些目标对欧盟成员国来说是强制性的吗?
是的。欧盟委员会将监测各国政府对目标的执行情况，并在每个目标最

后期限的前三年提出预警报告，以评估每个成员国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

取得的进展。不遵守该指令及相关目标意味着，委员会将启动侵权程序

并可能处以罚款。因此，您的社区和市政当局在落实这些政策并将其转

化为地方级别法规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也会帮助您的国家政府避免出

现达成不了目标的问题。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欧盟废弃物和循环经济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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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家是非欧盟国家，这些指令是否影响我们?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贵国与欧盟之间的协议。那些愿意加入欧盟的国

家或早或迟都会受到这些指令的约束，但是，只要有关环境问题的谈判

还没有开始，贵国就不会被正式要求遵守这些立法。大多数候选国的情

况都是如此。像瑞士这样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些限制，特别是在

单一市场规则方面。就英国而言，脱欧协议会决定这些欧盟法规在英国

的适用程度。脱欧之前，英国受这些立法和欧盟所有其他立法的约束，

如果英国将来要参与单一市场，它也将不得不遵循欧盟立法。不管怎样，

即使您在欧盟之外，也可以利用最新的欧盟立法来鼓励和推动本地的行

动。

从各地批准通过以上立法目标和实施的情况看，立法的基本要求不仅得

到了满足，而且还有远远超出预期的情况。意大利许多城市目前正按80-

90%的分类率来收集垃圾，证明零废弃不再只是一个白日梦 ——而是一套

实实在在的政策和战略，并且马上就可以引入到您的社区，让人们看到

废弃物产生水平的快速下降，以及回收利用的大幅增加。

循环经济行动计划（CIRCULAR ECONOMY ACTION PLAN）

2019年的结束标志着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新的五年任期的开始，随之而

来的是委员会及其团队重新关注和确定优先事项，以引导欧盟迈向 2024 

年。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欧盟废弃物和循环经济立法

循环经济立法，包括新的废弃物和循环再生指令，其碳
减排成效将占欧盟2050年净零碳排放努力的"一半"，并
将作为即将出台的欧洲绿色新政的头等大事来抓。

“
引自欧洲议会全体会议，2019/07/16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circular-economy/news/circular-economy-is-number-one-priority-of-european-green-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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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第二个“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的细节，成为

“欧洲绿色新政”的一部分。新计划概述了欧盟和各国政府将实施的步骤和

措施，这些步骤和措施将促成欧洲向零废弃和循环经济的转型。

修订后的循环经济行动计划旨在超越以往欧盟循环经济战略所取得的成

就，并确定了城市生活垃圾减少50%的目标和关键产品"有权维修"的新政

策。在编写本报告（2020年4月）时，该计划只包含措施和倡议，而不

是具体立法，立法内容将在该计划于2020年3月启动后的数月和数年内

作出决定。计划中的措施和倡议包括：

● 目标：到2030年使欧盟市场上的所有包装都以经济可行的方式可重复

使用或可循环再生

● 可持续产品政策，确保产品按照可持续性标准生产，包括可重复使用

性、可修复性、资源利用效率或二氧化碳排放水平

● 减少食品浪费的新目标，并通过欧盟“从农场到叉子”（farm-to-fork）

的战略实现

● 关于单独收集纺织品废弃物以促进这一关键废弃物类别循环再生的指

导意见；到2025年，欧盟成员国必须单独收集纺织废弃物

一次性塑料指令（SINGLE-USE PLASTICS DIRECTIVE）
为应对一次性塑料产品对环境的重大负面影响，欧盟出台了一项关于减

少某些塑料产品对环境影响的新指令，通常被称为《一次性塑料指令》，

2019年5月获批，2019年7月生效。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欧盟废弃物和循环经济立法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circular-economy/pdf/new_circular_economy_action_plan.pdf
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an-green-deal_en
https://zerowasteeurope.eu/library/zero-waste-europes-feedback-on-the-farm-to-fork-strategy-towards-a-food-system-free-of-chemicals-overpackaging-and-waste/
https://eur-lex.europa.eu/eli/dir/2019/904/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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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令旨在防止、解决塑料污染，特别是海洋环境中的塑料污染，因而

设定了多项措施，包含从2021年起在欧盟全面禁止不必要的一次性塑料

制品，如棉签、餐具、餐盘和一些发泡聚苯乙烯容器。

此外，该指令还鼓励减少消费，支持向可重复使用的食品和饮料包装系

统转型，以及提高塑料瓶的收集率，并要求实行生产者责任计划。

在我们的政策简报阅读更多有关《一次性塑料指令》的内容。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欧盟废弃物和循环经济立法

图 9：反思塑料联盟（Rethink Plastic alliance）推动《一次性塑料指令》的倡导行动

https://zerowasteeurope.eu/downloads/unfolding-the-single-use-plastics-directive/
https://rethinkplasticalliance.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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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循环经济理念矛盾的欧盟政策：10%的垃圾填埋目标

循环经济一揽子立法（Circular Economy Package）的基石之一是经修

订的《垃圾填埋指令》。 新指令的战略目标与欧盟 1999 年定义的垃圾

填埋政策基本相同。 然而，新指令的一个关键新内容是垃圾填埋最小化

目标，它要求成员国在2035年以前，将城市生活垃圾填埋比例限制在

10%或更少。

虽然垃圾填埋最小化目标似乎符合《废弃物框架指令》（Waste

Framework Directive）的战略目标（最大限度地为循环再生和重复使用

做准备，以及对特定类别的废弃物落实分类收集义务），但新的责任义

务也产生了可能与欧盟循环经济议程（EU Circular Economy Agenda）

总体原则相矛盾的工作目标。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欧盟关于废弃物和循环经济的立法

图 10：将 10% 填埋目标所含的一个问题可视化——以比例而非吨重量来对垃圾管理进
行评价。



43

有证据表明，10%的填埋门槛极具挑战性，并可能促使决策者投资于垃

圾焚烧，以尽量减少垃圾填埋。这可能会造成锁定局面，废弃物被迫焚

烧，这违反了循环经济一揽子立法的原则和战略目标。

为此，欧洲零废弃建议以两种补充方式修订《垃圾填埋指令》，使其符

合欧盟循环经济议程的总体原则和战略目标：

● 设定填埋目标参照基准年，而不是“任意给定年”。这将奖励在减少废弃

物方面做出的努力，这些努力在废弃物优先次序原则中被置于更高的

位置，应该被视为具有可持续性的“A计划”，

● 采取每人每年废弃物千克数的填埋目标，而不是一个百分比，以奖励

那些正在实施渐进的废弃物管理战略的地区（社区、地方当局），尽

量减少残余废弃物的产生。千克/人/年的目标可以取代百分比的目标，

或简单地作为百分比目标的补充，这两个办法任何一个都适用。

更好地了解垃圾填埋目标的问题，请阅读我们的政策简报。

第一部分 - 什么是零废弃？/ 欧盟废弃物和循环经济立法

https://zerowasteeurope.eu/library/the-landfill-target-may-work-against-the-circular-economy/
https://zerowasteeurope.eu/library/the-landfill-target-may-work-against-the-circular-economy/


为什么要采纳
零废弃方案？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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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某个市政当局采纳零废弃方案的原因

有很多。

无论您居住在农村还是城市社区，无论城市

财政预算大还是小，人口密度高还是低，是否受游

客季节波动或人口规模萎缩的影响，采纳零废弃方

案都能为您的社区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当然还

有环境效益。

此外，零废弃方案日益被视为是一种落实本

地政策框架的工具，该框架可以帮助市政当局遵循

并执行欧洲联盟关于废弃物、循环经济和气候变化

的立法。

第二部分 -为什么要采纳零废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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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为什么要采纳零废弃方案？/ 了解零废弃的好处

了解零废弃的好处

随着零废弃城市在欧洲的发展和普及，我们能够捕获更多的数据，并见
证更多因采用此类政策而为当地社区带来的好处。在这里，我们将零废
弃的好处归为三大类：经济、社会和环境。

图 11：零废弃城市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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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韧性

城市之所以致力于实现零废弃，除了要解决许多社会或环境问题外，愿

景的背后还包含着真实的经济理由。其中包括：

● 当一座城市想要优先考虑本地解决方案以防止废弃物的产生时，它

实际上是在为本地企业家提供商机，无论是开发无包装替代品还是

新的电器销售业务模式。这些共同促成社区内社会互联的机理和多

元化经济，使社区在面向未来时更具韧性。

● 简单地说，如果要管理的废弃物变少，市政当局要承担的成本就更

低。零废弃可大幅减少要处理的废弃物数量，这意味着城市无需支

付通常超过100欧元/吨的处理费用。这意味着更多的资金可用于公

共服务或为居民减税。

● 更好的分类收集意味着更多的优质资源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从而有

助于补偿收集成本。

● 通过推行废弃物源头减量计划以及采取适用于公民和企业的财务激

励措施，每个人都可以省钱。当企业和公民都因受经济激励而产生

更少的废弃物时，他们为废弃物管理支付的费用也会降低。

社会效益

零废弃主要建立在本地解决方案上，它将首先使社区受益:

● 零废弃是关于资源管理的本地解决方案。这意味着要投资于能通过

设计将废弃物排除在系统之外的新商机，意识和教育的提高以及分

类收集的优化，才能实现废弃物管理本地化。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的传统废弃物管理相比，零废弃意味着将资金投入能创造本地的且

不容易被去本地化的就业机会。

第二部分 -为什么要采纳零废弃方案？/ 了解零废弃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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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废弃不仅创造了就业机会，而且创造了“社会工作”。材料收集和产

品维修市场具有高度包容性，因为它们可以使低技能工人和以前被

传统社会和经济发展排除在外的群体融入其中。欧洲零废弃城市见

证了本地企业的兴起，提高循环再生、重复使用和维修能力，这些

企业雇用、提高工人的技能，并让他们融入社会；工人提高技能后，

可在社区中发挥重要作用。

● 平均而言，零废弃创造的工作岗位多于填埋或焚烧的10倍。这是为

什么？

○ 填埋和焚烧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废弃物处置方案，在所有废弃物管

理操作中劳动强度最低。

○ 通过劳动密集型的维修体系和重复使用体系，可提高社区重复使用和

修缮物料的能力，促进工作和就业；押金返还计划就是很好的例子，

因为它包含了收集和清洗的工序，因而可创造新的本地岗位。

○ 循环再生工作也是劳动密集型的，因为废弃物分类收集会让产业界萌

生对清洁的再生材料的期望，而这一过程需要的人工管控程度较高。

● 零废弃将社区凝聚在一起。社区堆肥、维修“咖啡馆”、用超市丢弃的

食物烹饪等，都是有助于社区团结一体、培养韧性的零废弃活动。

第二部分 -为什么要采纳零废弃方案？/ 了解零废弃的好处

https://www.ecocyclesolutionshub.org/about-zero-waste/jobs-eco-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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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健康

当前的商品分销链是全球性且相互联系的，它以我们从未见过的速度促

进病毒和其他病原体的传播。新冠疫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如果我

们继续让充斥着一次性物品使用的即用即扔型经济运作下去，并且扩散

至全球，未来会有什么等待着我们。

零废弃方案有助于促使我们的社会和经济，从一个无法追溯一次性包装

是否安全的体系，转型到一个完全透明且供应商能保证产品和包装质量

的体系。

零废弃政策可从根本上减少塑料污染及其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通过倡

导零废弃的生活方式，我们支持本地社区生产的时令食品，这些食品需

要的防腐剂更少，包装物更少，从而鼓励社区居民养成健康习惯。

得益于零废弃制度设计（如押金返还计划等）以及其他逆向物流业务的

经济激励，垃圾的排放量已大大减少，我们有了更清洁的自然和公园。

基于可重复灌装或可重复使用包装的零废弃方案，往往会产生经济市场

中最洁净的部门，因为其运营的能力投入和焦点在于洗涤和消毒。

零废弃意味着减少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的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如今，

气候变化是人类和整个地球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地球变暖的加速及其将

对社区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是由于排放到环境中的温室气体的量在增加，

而主要的温室气体是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

第二部分 -为什么要采纳零废弃方案？/ 了解零废弃的好处

https://zerowasteeurope.eu/library/faq-on-covid-19-and-zero-waste/
https://zerowasteeurope.eu/library/reusable-packaging-and-covid-19/
https://zerowasteeurope.eu/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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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纳零废弃方案，城市和社区可以采取措施，立即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例如，燃烧废弃物产生的能量不仅已被证明是能源输入密集型且低

效的，还对我们2050年以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实现净零碳经济的努力

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垃圾填埋也同样会促使大量甲烷和二氧化碳向环境排放。因此，通过采

纳零废弃方案消除对焚烧和填埋的需求，可以成为城市和社区有效减缓

气候变化计划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同时，在循环经济中保留物质和

资源价值的政策也可显著减少产品生命周期早期——即在其成为废弃物之

前——的温室气体排放，继而消除为制造一种新产品或材料而增加的原料

开采和化石燃料提炼活动及相关排放。最后，通过家庭和社区堆肥计划，

垃圾转移到城镇外的需求降低，而产生的肥料也可以在本地消纳；因为

需要运输的废弃物变少，垃圾车造成的交通问题和排放也减少了。

第二部分 -为什么要采纳零废弃方案？/ 了解零废弃的好处

https://zerowasteeurope.eu/2019/09/the-impact-of-wte-on-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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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为什么要采纳零废弃方案？/ 零废弃城市节省计算器

零废弃城市节省计算器

在节约成本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您希望直观地看到采纳零废弃战

略可能给市政当局带来的好处吗？通过转向零废弃战略，市政当局可以

立即开始降低其废弃物管理成本。零废弃城市节省计算器（Zero Waste

Cities savings calculator）是由我们无国界生态学家会员在“Erasmus +”

项目合作期间创建的，它的设计目的是帮助您直观了解应用零废弃政策

可以给本地带来的好处。

您只需要输入一些关于您所在城市或城镇的人口和零废弃计划之目标的

简单信息，以及当前废弃物产生和管理水平（包括成本）的关键数据，

计算器就能自动显示您所在城市的成本节约潜力，并以此将它与欧洲参

照城市的现实状态进行比较。

尝试一下零废弃城市节省计算器

直观看到并理解采纳零废弃政策会给您所在地方带来的好

处

https://zerowastecities.eu/academy/savings-calculator/
https://ebm.si/en/
https://zerowastecities.eu/academy/savings-calculator/
https://zerowastecities.eu/academy/savings-calculator/
https://zerowastecities.eu/academy/savings-calc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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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为什么要采纳零废弃方案？/ 零废弃是实现欧盟关键目标的方法论

零废弃是实现欧盟关键目标的方法论

欧盟政策虽然有时是政治敏感话题，但它确实与地方事务极其相关，也

往往被印证为是促使市政当局下决心从过时的垃圾处理方式转向零废弃

方案的动因。将欧盟在布鲁塞尔确定的目标和要求转化为社区内的落地

政策和战略，对于确保各国政府实现被要求达成的目标至关重要。

目前欧洲的零废弃城市经常成为所在国的典范，为其他地区提供方法和

路径示范，以帮助整个国家履行欧洲立法。例如，得益于高效的路边分

类收集系统，这些城市的循环再生率经常可达 70% 及以上。

零废弃计划的许多关键组成部分正日益被欧盟立法确认为向循环经济转

型的重要工具。例如，有效地分类收集塑料可以增加市场上再生材质包

装的数量，押金返还计划可以帮助落实《一次性塑料指令》，增加对可

重复使用产品的收集将使市政当局更容易达成第二个循环经济行动计划

所列的废弃物预防目标。

随残余废弃物数量的减少，市政当局可减少来自对环境有害的废弃物处

置方式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以此更积极地帮助各国政府实现欧盟的脱

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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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为什么要采纳零废弃方案？/ 零废弃是实现欧盟关键目标的方法论

欧盟政策也可成为市政行动的催化剂，因为它所设定的目标只是最低限

度的要求；对现有制度的进一步追求和改进则应当在地方层面得到积极

的鼓励。

关于零废弃如何与碳中和未来相辅相成的进一步阅读，请查看我们的气

候、能源和空气污染相关主题的资料库。

https://zerowasteeurope.eu/library/?fwp_library_programmes=climate-energy-and-air-pollution


从哪里开始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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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已经了解什么是零废弃，以及零废

弃方案可以给市政当局带来的好处，是时候开始思

考零废弃战略在社区中该如何实施了。

这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且往往不清楚

从哪里开始。

因此，我们编写了以下章节，作为一个实用

模板，帮助您开始思考本地零废弃计划中将采用哪

些政策，并就如何克服市政当局经常面临的一些挑

战提出建议。

第三部分 - 从哪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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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 从哪里开始 / 开始前的问题

开始前的问题
在这里，您可以了解零废弃专家在市政当局工作启动时通常会提出的问

题。为了理解零废弃项目涉及的不同基本参数，请牢记这些问题。通过

依据获取的数据和信息来回答这10个问题，就可以开启您所在地区零废

弃战略的开发之旅。

能力

● 市政当局是否有能力和资源开展废弃物收集？
2

废弃物的生成

● 您的城市产生了多少垃圾？

（可用总量和千克/居民/年表达）

1

废弃物的组成

● 典型的残余垃圾是什么？

● 您知道有多少是可回收的吗？

● 有多少可回收物最终作为残余垃圾被扔进垃圾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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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 从哪里开始 / 开始前的问题

有机废弃物的管理

● 市政当局是否单独收集有机废弃物？

● 如果是，污染程度是多少？
（有机废弃物中杂质的百分比）

● 城市有堆肥厂吗？

● 市政当局是否制定了鼓励家庭和社区堆肥的制度？

5

废弃物预防

● 市政当局有废弃物预防计划吗？

● 市政当局有哪些权力来采取废弃物预防措施？

● 市政当局是否有权禁止市场上某些产品或材料的交易（如塑料

袋）？

6

分类收集

● 您所在城市的分类收集率（％）是多少？

● 没有分类收集的废弃物会如何处理？

● 您知道被收集起来的不同类别的废弃物接下来会如何处理吗？

● 实际得到循环再生的废弃物的数量/体积有没有数据统计？

4

修理与重复使用

● 城市里有多少重复使用/维修中心？

● 有多少企业在市内开展促进维修和重复使用活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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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 从哪里开始 / 开始前的问题

合同义务

● 市政当局是否与废弃物处理设施/运营商签订了长期合同？
8

处置成本

● 混合垃圾处置的入厂（场）费是多少？

(向处置设施支付一定数量废弃物的处理押金)

● 市政当局有权修改这个价格吗？

9

合同义务

● 人均废弃物管理成本是多少？
（欧元/居民/年）

● 市政当局设置了垃圾焚烧税和/或填埋税吗？

10

关于这些问题，你还需要其他信息吗？

可通过cities@zerowasteeurope.eu联系我们的团队

mailto:cities@zerowasteeurope.eu
mailto:cities@zerowasteeurope.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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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 从哪里开始 / 开始时的可能情景

开始时的可能情景

从零开始实施零废弃计划可能看起来令人生畏或过于复杂。或许，您可

能已经通过成功实施分类收集和废弃物预防措施来开始尝试零废弃，但

需要寻找进一步的灵感，以提高社区向循环经济转型的速度和效率。

无论您的出发点是什么，欧洲零废弃都能给予帮助。

以下7种情景涵盖市政当局在决定如何实施零废弃战略时最常遇到的情况。

在每种情况下，您都能找到一张路线图，其中概述了市政当局在特殊情

况下可以采取的一些步骤，以提高其零废弃计划的成效和雄心。我们还

会展示成功实施战略和政策的城市的最佳示例。

本工具的目的是：

● 确定哪种情景最能描述您所在城市的情况

● 概述特定情景所对应的典型路线图

● 让您在零废弃之路上迈开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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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 从哪里开始 / 开始时的可能情景

情景1

“我的城市正在从零开始”

● 我们没有由我们自己产生的废弃物和潜在的预防政策的信息

● 公民和企业没有减少垃圾产生或做好材料分类的经济动机

● 我们还没有实现分类收集

● 我们没有用于材料收集和处理的任何基础设施

请参阅以下题为“情景1”的资料页

情景2

“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 我们已经采取行动制止一些浪费的一次性物品

● 我们有分类收集——但结果仍然令人失望，分类收集的比率较低和/或

每类废弃物中的材料污染水平较高

● 公民和企业没有减少垃圾产生或做好材料分类的经济动机

● 我们有一些基础设施，但是还不够

请参阅以下题为“情景2”的资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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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 从哪里开始 / 开始时的可能情景

情景3

“我们可能处于欧洲平均水平，但我们的城市近年来几乎没有改善”

● 我们已通过禁止使用塑料袋的法案，并正在考虑采取其他措施减少一

次性物品的使用

● 我们没有废弃物预防计划或执行不力

● 我们有分类收集，但不够优化，分类收集率在40％到60％之间

● 公民和企业没有减少垃圾产生或做好材料分类的经济动机

● 我们的处理成本在50欧元/吨以上

请参阅以下题为“情景3”的资料页

情景4

“我们正在达到欧盟的循环再生目标，但我们希望超越此目标”

● 我们的城市残余垃圾产量低于100千克/人/年

● 我们的分类收集率超过60％，其中包括有机物的分类收集

● 我们制定了废弃物预防计划并鼓励公民减少产生垃圾

● 我们优化了分类收集方案

● 我们的废弃物处理成本超过70欧元/吨

请参阅以下题为“情景4”的资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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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 从哪里开始 / 开始时的可能情景

特殊情况

情景5-7建立在前四个情景的基础上，但为更多不同环境和背景下的市政

当局提供了路线图。 这些城市、地方虽然已经意识到需要摆脱对焚烧的

依赖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往往面临某些特殊情况，例如位于偏远或

岛屿的位置，或者需要接受季节性的游客涌入，而这种季节性人口波动

本身就会带来一系列挑战和机遇。

情景5

我们需要从焚烧转型到低碳替代方案

● 我们要给能源脱碳，因为它是我们本地/国家气候议程的一部分，而此

过程需要消除源自在焚烧厂或水泥窑中燃烧废弃物的碳排放

● 为处理我们的废弃物，我们拥有废弃物热处理设施或与此类设施签订

了不可变更的合同

● 我们拥有源头分类体系且在运作，但远远没有达到2030年欧盟的循环

再生目标

请参阅以下题为“情景5”的资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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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 从哪里开始 / 开始时的可能情景

情景6

“我们是度假或旅游目的地”

● 我们的城市处于上述情况之一，但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人口波动，因为

它是季节性目的地

● 我们的城市处于上述情况之一，但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游客涌入

请参阅以下题为“情景6”的资料页

情景7

“我们位于偏远的农村地区或岛屿”

● 我们的城镇处于情景1至6之一，但面临着与土地或人口稠密地区相对

或完全隔绝的额外挑战

请参阅以下题为“情景7”的资料页



情景1

“我的城市正在从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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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1 · “我的城市正在从零开始”

我们在哪里

到目前为止，我所在的城市一直在清理街道上的垃圾，但城镇里唯一的

循环再生工作是由最近才成立的回收公司或社区内的非正规部门完成，

并且只管理那些有市场价值的物品。我们离欧盟的循环再生目标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而且，乱扔垃圾也是一个现实问

题。

机会

然而，正是由于才刚刚开始，我们有机会，也有意愿从一开始就把事情

做好，并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以便跨越到一个新的情景中。我们相信

循环经济是前进的方向，我们希望挖掘我们城市内尚未开发的潜力。在

欧洲零废弃的支持和工具的帮助下，我们希望为未来十年制订良好的废

弃物管理计划，并推行不同的废弃物收集和预防措施，以期在未来三年

内取得良好的成效。

我们需要克服的挑战

«我们只是不知道如何开始»
这就是制定本总体规划及开发更多行动资源的目的。本指南将帮助您确

定您所处的位置以及未来的主要挑战。基于我们多年的经验和从最成功

的欧洲城市所学习到的方法，我们是您在起步阶段最适合的助手，可以

确保您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废弃物末端处置的成本如此之低，以至于我所在的城市几乎没有动力在

垃圾收集和循环再生上花钱»
垃圾处置的低成本是一个现实问题，但随着欧洲立法的实施和垃圾填埋

场被填满，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未来几年势必会上升。零废弃是一个展

望未来并向最现代的废弃物管理系统跨越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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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1 · “我的城市正在从零开始”

«我们没有钱用于投资分类收集»
废弃物预防措施可以减少街道清洁成本并缩小垃圾箱尺寸，且不需要花

钱。有效的预防政策所节省的成本可以成为废弃物收集计划的启动资金。

追求零废弃需要初始投资来改变整个体系并规划一些基础设施。然而，

其他城市已经证明，这种初期投资在短时间内就能获得回报。一到两年

后，城市垃圾管理的运营成本会下降。

«我们缺乏实施这一计划的政治意愿/远见»
没有政治驱动，变革就不会发生。理想情况下，零废弃的愿景需要由市

政当局和/或民间社会共享。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组织和发动就很重

要。在借鉴其他城市经验的基础上，本总体规划所含的一些策略，可以

帮助形成正确的政治压力，并使改变成为可能。

«“零废弃计划”应该包括什么?»
在这个阶段，您需要确保该计划包含短期和长期的里程碑。这些里程碑

应涵盖具体的工作计划，例如构建废弃物分类收集系统，在一次性物品

使用方面引入预防政策，使重复使用和维修中心蓬勃发展，规划基础设

施和确保向残余垃圾产量逐步减少的状态平稳转型（避免被某种技术路

线锁定的潜在风险）。

«我们镇上的循环再生工作都是由非正式的回收者来完成的，他们会怎么

做呢?»
非正式的回收者具有非常宝贵的经验，这应该是新的零废弃计划的一种

资产。零废弃计划将使他们参与其中，并将潜在问题转化为新模式中的

有利条件。



情景1 · “我的城市正在从零开始”

卢布尔雅那的故事
斯洛文尼亚



68

情景1 · “我的城市正在从零开始”

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
在十年之内从落后的城市变为欧盟绿色之都。

斯洛文尼亚于2004年加入欧盟时，它是从零开始的。在其人口44万的首

都卢布尔雅那，大部分垃圾直接被送到填埋场。得益于公共废弃物处理

公司Snaga的承诺、民间社会的监督以及地方当局的决心，他们开始推

出分类收集计划，而不是投资于昂贵的大型基础设施。十年后，卢布尔

雅那成为了欧洲表现最佳的首都和欧洲绿色首都（European Green

Capital），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良好的废弃物管理计划。

进一步诊断

您想直接了解卢布尔雅那如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以及其他欧洲前沿

城市如何实施零废弃吗？

加入未来的零废弃研习之旅，了解欧洲城市如何成为零废弃的全球领导

者。

先睹为快，这就是最近在斯洛文尼亚发生的事情。

阅读卢布尔雅那的故事

https://zerowastecities.eu/zero-waste-study-tours-experience/
https://zerowastecities.eu/bestpractice/best-practice-ljublj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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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1 · “我的城市正在从零开始”

图12：2019年斯洛文尼亚零废弃研习之旅，不同地点。



情景2

“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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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哪里

我们在路边安装了垃圾箱，并且进行了几次失败的宣传活动，要求人们

负责任地消费，但是人们并不合作，看来我们将无法实现欧盟的循环再

生目标，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下去。 垃圾循环再生率低，大多

数被填埋或焚烧。

机会

在欧洲零废弃的支持下，我们将打破僵局，针对最容易被乱扔的垃圾制

定治理计划，创建用于重复使用和维修的基础设施，制定计划推行有效

的分类收集，大幅减少对末端处置的依赖。最后，我们期望看到公民参

与的增加，废弃物管理的成本和环境影响的减少。

我们需要克服的挑战

«寻求政治支持以开始变革»
没有政治意愿和/或政治压力，什么都不会改变。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

中应该有人来领导转型，或者发起一项强大的民间社会运动，推动政府

致力于实施零废弃计划。

«为城市制定零废弃计划»
制订一项零废弃计划是使民间社会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参与这一进程的最

佳途径。该计划包括短期和长期的里程碑，涉及分类收集、预防策略、

基础设施规划、以及确保向残余垃圾产量逐步减少的状态平稳转型，避

免潜在的技术锁定状态。

«承诺的标志——禁止典型的一次性物品»
重要的是要向人们表明实现零废弃的政治意愿，如对社会共识度高的一

个或多个典型一次性用品（例如塑料袋或塑料吸管）的禁限行动以立法

方式落实。 这也将使您的市政当局符合欧盟新的《一次性塑料指令》的

要求。

情景2 · “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https://rethinkplasticalliance.eu/wp-content/uploads/2019/10/2019_10_10_rpa_bffp_sup_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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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占比最多的废弃物——生物质废弃物»
在欧洲，食物垃圾和园艺垃圾占城市固体废弃物的25％至50％。它们也

是固体废弃物管理的基础；如果能通过家庭和社区堆肥以及专门的分类

收集妥善处理生物质废弃物，就可以将这类废弃物的大部分解决好，并

使其他类别废弃物的质量和整个系统的经济效益成倍增加。做正确的事

情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科学，但它需要可靠的承诺来实现。

«签署“照付不议”（Put or Pay）合同还是获取处置基础设施的所有权»
许多城市陷入废弃物处理合同的困局，因为这些合同要求市政当局每年

向焚烧厂、填埋厂或机械生物处理厂（Mechanical Biological Treatment

plants）供应一定数量的废弃物。因此需要制定一项计划来规避这一危险

的义务，并允许该城市向零废弃迈进。

情景2 · “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https://zerowasteeurope.eu/library/building-a-bridge-strategy-for-residual-waste/


情景2 · “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阿亨托纳的故事
西班牙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阿亨托纳
“拓荒者的道路总是艰难的”这句话很适合阿亨托纳（Argentona）的经历。

直到2004年，拥有1.2万人口的阿亨托纳小镇还继续在分类收集路边容器

中的玻璃、纸张、轻质包装和混合垃圾，但收效甚微；其循环再生率稳

定处于20%以下，80%以上的垃圾被送到了附近的马塔罗（Mataró）焚

烧厂。

多亏一群有担当的居民被选举进入当地的零废弃合作平台，并带来了更

好的愿景，该镇改变了资源管理的方式。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它的循环

再生率冲高到了70％以上，并使送到焚烧厂的混合垃圾减少了一半以上。

阿亨托纳为许多其他加泰罗尼亚城镇铺平了一条可以跟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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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2 · “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阅读阿亨托纳的故事

https://zerowastecities.eu/bestpractice/best-practice-the-story-of-argentona/


情景3

“我们可能处于欧洲平均水
平，但我们的城市近年来
几乎没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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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哪里

我们有一套可以实现分类收集的运作系统，但是在混合垃圾中仍可以发

现大量可回收物。我们仍将大部分垃圾送至末端处置部门，而且分类收

集的部分质量仍然很低。我们尚未尝试或未能成功地采取废弃物预防政

策，并且我们几乎没有动力去改变现状，这是由于与末端处置设施签订

了服务锁定的合同，或与末端处置相比，循环再生处理没有竞争力。

机会

我们希望确保实现欧盟2025年的目标，并需要开始朝着欧盟为2030年制

定的更宏伟的目标努力。现在是为我们城市的一项新资源管理计划奠定

基础的恰当时机。

我们需要克服的挑战

在欧洲零废弃的支持和其工具的帮助下，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专注

于优化分类收集，从根本上提高可回收物的数量和质量，并制定一个良

好的废弃物预防策略。

«寻求政治支持以开始变革»
没有政治意愿和/或政治压力，什么都不会改变。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

中应该有人来领导转型，或者发起一项强大的民间社会运动，推动政府

致力于实施零废弃计划。

«为城市制定零废弃计划»
制订一项零废弃计划是使民间社会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参与这一进程的最

佳途径。该计划包括短期和长期的里程碑，涉及分类收集、预防策略、

基础设施规划、以及确保向残余垃圾产量逐步减少的状态平稳转型，避

免潜在的锁定情况。

情景3 · “我们可能处于欧洲平均水平，但我们的城市近年来几乎没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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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占比最多的废弃物——生物质废弃物»
在欧洲，食物垃圾和园艺垃圾占城市固体废弃物的25％至50％。它们也

是固体废弃物管理的基础；如果能通过家庭和社区堆肥以及专门的分类

收集妥善处理生物质废弃物，就可以将这类废弃物的大部分解决好，并

使其他类别废弃物的质量和整个系统的经济效益成倍增加。做正确的事

情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科学，但它需要可靠的承诺来实现。

«签署“照付不议”合同还是获取处置基础设施的所有权»
许多城市陷入废弃物处理合同的困局，因为这些合同要求它们每年向焚

烧厂、填埋厂或机械生物处理厂提供一定数量的废弃物。因此需要制定

一项计划来规避这一危险的义务，并允许该城市向零废弃迈进。

情景3 · “我们可能处于欧洲平均水平，但我们的城市近年来几乎没有改善”



情景3

庞特维德拉的故事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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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3 · “我们可能处于欧洲平均水平，但我们的城市近年来几乎没有改善”

聚焦生物质废弃物：
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庞特韦德拉

西班牙庞特韦德拉省（Pontevedra）由61个市镇组成，长期以来一直实
行低效的废弃物管理制度，只有9%的废弃物获得分类收集，其余的91%
不得不运到100多公里之外被焚烧或填埋。

为了摆脱这种不可持续、集中式和昂贵的废弃物管理系统，同时确保遵

守欧盟的循环再生义务，该省启动了一个名为“Revitaliza”的项目，通过

考虑以下3个关键因素，建立了一个分散的、社区主导的生物质废弃物堆

肥系统：

● 每座城市内堆肥地点的选择，应适应当地的特定需求和环境

● 通过使用移动应用程序设计并实现有效的监控系统。该实时监控系统

对确保项目成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它可以有效地快速识别并解

决整个运作阶段出现的问题

● 为每个社区量身定制强有力的沟通计划，以提高公众对食物和园艺垃

圾就地堆肥处理的意识和理解，此过程可依托新的社区中心得以实现

● 2019年，该省仅用3年时间，就在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成功推广该项

目，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

阅读庞特韦德拉的故事

https://zerowastecities.eu/bestpractice/the-story-of-pontevedra/


情景4

“我们正在达到欧盟的循
环再生目标，但我们希
望超越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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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4 · “我们正在达到欧盟的循环再生目标，但我们希望超越此目标”

我们在哪里

我们相信，零废弃计划的所有基本要素均已落实到位，尽管仍需通过一

些必要步骤来达到最佳效果，以及充分利用零废弃计划在更大范围带来

的完整收益。

机会

在欧洲零废弃的支持和其工具的帮助下，我们希望将重点放在减少垃圾

产生、优化垃圾分类和就近管理上。我们的重点将是减少残余垃圾，以

每年每人千克为单位计算。

我们需要克服的挑战

«为未来几年设计一项持续减少残余垃圾的计划»
由于我们的残余垃圾已低于100千克/人/年，因此需要仔细研究残余垃圾

中仍然存在的东西，并设计有针对性的措施——用新的商业模式替代旧的

产品，或者找到新的方法来收集和再生我们过去设法再生利用的物质。

该计划需要将残余垃圾产生量的中期目标设定在低于50千克/人/年，并

力争在未来几十年内几乎完全淘汰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

«与民间社会和当地企业建立协作关系，通过生态设计将废弃物排除在系

统之外»
城市在管理资源方面可以做的有很多，因为生产商目前可以自由出售不

可持续的产品和/或包装，而不必关心一旦它们变成废弃物，该如何管理

它们。可以通过本地解决方案和新的商业模式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并

逐步淘汰当地零废弃系统无法处理的材料和产品。



情景4

孔塔里纳的故事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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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特雷维索地区的孔塔里纳公司

俗话说:“卓越就是把平凡的事情做得特别好”，这正符合一家名叫孔塔里

纳（Contarina）的上市公司的故事。这家公司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普利拉

（Priula）和特雷维索（Treviso）地区，那里有55万人口。尽管长期处

于领先地位，孔塔里纳公司并没有满足于现状。本世纪初其服务区域的

循环再生率已超过50%，但孔塔里纳仍致力于将残余垃圾减少到最低程

度。

到2015年，孔塔里纳已经分类收集了超过85%的垃圾，服务区每人每年

产生的残余垃圾不到60千克，同时其废弃物管理系统的运营成本是意大

利全国最低的，并创造了更多的绿色就业机会。

尽管孔塔里纳公司在废弃物管理方面是欧洲表现最好的公司，但它的目

标还在提高。它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到2022年达到96%的循环再生率和

人均每年10千克的残余垃圾，比其本已获得的巨大成果还要减少80%。

阅读孔塔里纳的故事

情景4 · “我们正在达到欧盟的循环再生目标，但我们希望超越此目标”

https://zerowastecities.eu/bestpractice/best-practice-the-story-of-contarina/


情景 5

“我们需要从焚烧转型到
低碳替代方案”

特殊
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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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5 ·我们需要从焚烧转型到低碳替代方案

我们在哪里

我们有一套运行良好的分类收集系统，但在混合垃圾中仍然发现了大量

可回收物。 我们仍然将大量废弃物送往末端处置设施或将其出口到国外。

由于与处置设施签署的合同有锁定效应，我们几乎没有动力改变现状。

然而，我们的国家政府已经通过了一项富有雄心的脱碳议程，这将意味

着在未来几十年内结束垃圾焚烧。 此外，随着可再生能源取代煤炭和天

然气发电厂，垃圾焚烧产生能源的清洁度从气候角度来看只会变得相对

恶化。

机会

全世界的公民，特别是我们城市的公民，要求就气候危机采取行动，我

们希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废弃物管理与气候议程的协同意味着需要为

我们的市政当局规划一套讲求综合性和整体性的资源政策。零废弃和净

零碳计划将成为我们未来几十年城市规划的支柱。

需要克服的挑战

为了摆脱焚烧和其他类型的碳密集型处置方案，我们需要减少废弃物产

量并提高收集系统的有效性。 此外，我们需要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或改造

旧的基础设施，从残余废弃物中回收材料，并对最后的剩余物进行生物

稳定处理，从而使甲烷产量能显著减少90%以上。

«寻找政治支持开始变革»
没有政治意愿和公民要求政治变革的压力，一切都不会取得进展。尽管

公民要求采取气候行动，甚至国家立法，要求朝这个方向前进，但我们

需要政府中有人来领导转型或发起强大的民间社会运动，以推动政府承

诺采纳零废弃计划，逐步淘汰各种废弃物燃烧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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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创建零废弃计划»
制定一项零废弃计划是将民间社会和政策制定者聚集在一起以实现共同

拥有感的最佳方式。 该计划包括短期和长期里程碑，内容涉及预防产生

和重复使用策略，分类收集体系重组及基础设施规划。有了这个计划，

需要处置的废弃物量可以大大减少，从而使当前大量的废弃物处置能力

变得不再必要。

«签署“照付不议”合同还是获取处置基础设施的所有权»
许多城市陷入废弃物处理合同的困局，这些合同要求他们每年向焚烧厂、

水泥窑和其他废弃物燃烧处置设施供应一定数量的废弃物。所有合同都

有自己的细节且总有办法摆脱它们，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工厂也会折

旧或其合同会到期。因此市政当局需要规划过渡方案，以便在焚烧处置

停止时，可以用低碳技术将其替代。

«能达到欧盟要求的焚烧替代技术»
根据欧盟的要求和最新立法，市政当局需大幅减少垃圾填埋量，目标是

到2035年减少10%；一些国家的立法则更为进步，禁止填埋任何具有一

定热值或生物活性的废弃物。一套先进的机械生物处理技术系统——我们

称之为材料回收和生物处理（ Material Recovery and Biological

Treatment）——能够从混合垃圾中分拣出有价值的材料，并确保残余物

的生物活性低于欧盟垃圾填埋指令规定的阈值，以便安全填埋。该系统

比不同种类的焚烧技术更灵活、适应性更强、成本更低，也能更快地构

建起来——即便需要延续现有的基础设施，也是如此。

情景 5 ·我们需要从焚烧转型到低碳替代方案

https://zerowasteeurope.eu/library/building-a-bridge-strategy-for-residual-waste/


情景 5

贝桑松的故事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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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焚烧
法国贝桑松

贝桑松（Besançon）及其周围地区有22.5万人口，其中一半居住在人口

稠密地区。

2008年以前，当地的垃圾由一座配置了2台不同型号焚烧炉的焚烧厂处

置，其中一台炉子建于1975年。2008年，贝桑松及其周边城市决定开始

淘汰焚烧处置，关闭旧焚烧炉。

一项基于广泛使用分散式堆肥和按量收费的计划使他们走上了零废弃的

道路。

阅读贝桑翁的故事

情景 5 ·我们需要从焚烧转型到低碳替代方案

https://zerowastecities.eu/bestpractice/besancon/


情景6

“我们是度假或旅游目的
地”

特殊
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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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6 · “我们是度假或旅游目的地”

我们在哪里

我所在的城市有很强的季节性，因为它是当地人的度假目的地，或者一

年中的某些月份游客人数众多。在淡季，这里的废弃物管理系统或多或

少发挥了作用，但当游客到来时，我们缺乏解决暂时人口过多问题的计

划。

机会

“绿色”不仅有利于环境和我们的公民，而且是为我们的旅游业增加价值的

一种方式。借助“零废弃总体规划”，我们旨在制定一项计划，让季节性游

客参与到分类垃圾和预防产生的工作中来，即使他们在家里并没有这样

做。

我们需要克服的挑战

无论城市目前拥有哪种废弃物管理系统，我们都需要对其重新审视并着

手优化，以设计出一套与季节性变动或大量涌入游客相适应的系统。

«值得对游客进行教育吗？»
游客不会停留很长时间，与他们的交流不应与居民的交流相同。关键是

设计出易于理解、易于执行的系统和交流方式。把游客经常光顾并产生

废弃物的地方——旅馆、酒吧、餐馆等——作为目标是很重要的。

收集的途径和频率需要与废弃物产生的波动相匹配，并进行调整以鼓励

回收利用。零废弃计划内的灵活性是其成功的关键，可通过利用本“零废

弃总体规划”和持续分析城市废弃物的成分，查明反复出现的问题物件并

制定相应的解决办法来实现。还应该在社区周围开展意识传播和信息沟

通，以鼓励游客和居民对产品进行重复使用，同时重点通告公众能够参

与重复使用活动的具体地点和业务，如可重复灌装的水站或押金返还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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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6 · “我们是度假或旅游目的地”

设计一项零废弃计划

该计划应包括减少废弃物产生和分类收集最大化的措施。应制定一项专

门的废弃物预防计划，其中包括遏制一次性产品和包装，为公共饮水点

供水，减少食物浪费，推广本地产品等措施，这些将是减少废弃物产生

的关键。



情景6

撒丁岛的故事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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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岛屿和零废弃

意大利撒丁岛
这个位于地中海的梦幻旅游胜地在充满挑战的情况下已经引领了一项零

废弃计划。

得益于政治意愿、民间社会参与和最佳专业技术的应用，撒丁岛是意大

利过去十年来分类收集增长最快的地区。

现今，该岛的分类收集率达到60％（在其中一些城镇达到80％至90％），

并且产生的废弃物总量很少。

情景6 · “我们是度假或旅游目的地”

阅读撒丁岛的故事

https://zerowastecities.eu/bestpractice/the-story-of-sardinia/


情景7

“我们位于偏远的农村地
区或岛屿”

特殊
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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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7 · “我们位于偏远的农村地区或岛屿”

我们在哪里

我们远离人口稠密的地区。这意味着在其他地方有效的方法在我们这里

可能不起作用或者成本更加昂贵。偏远地区——包括小规模的封闭系统，

例如小岛——也面临着与大多数城市不同的挑战，具体情况可能会因不同

情况而有所不同。这些社区可能必须采用真正的本地解决方案，使用高

度优化的收集系统进行回收。

机会

我们希望建立一套高效、低成本、分散化且符合我们现实情况的系统。

我们需要灵活的零废弃计划，以满足我们当地的环境需求。

我们需要克服的挑战

«创建一种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体系»
我们社区的位置偏远意味着只要我们产生的垃圾越少，需要运输的垃圾

也就越少，相关的成本就越低。这可以通过一项良好的政策来实现：替

代一次性物品和包装；有机废弃物的本地管理；以及能够收集和存储无

法在当地处理的废弃物的良好系统。

«生物质废弃物管理»
像其他地方一样，废弃物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生物质废弃物，它的产生密

度高和生物活性高，在转移之前不可能储存很长时间，并且几乎每天都

将其运送到大型生物质废弃物处理设施也不具有经济意义。因此，在本

地处理生物质废弃物是最经济、最环保的选择。是否通过家庭堆肥、社

区堆肥或厌氧消化进行处理，取决于当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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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7 · “我们位于偏远的农村地区或岛屿”

«管理干垃圾»
如果生物质废弃物得到分类收集和管理，则可以减少收集和处理其他大

部分废弃物的频率，直到累积量达到可运输到较远分拣设施的合理水平。

«处理有问题的废弃物类别»
废弃的妇女卫生产品和尿失禁产品是很麻烦的一类垃圾，由于其具有生

物活性，很难在家中或村庄/岛屿中存储。因此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来预防和管理这类废弃物，如用可重复使用的产品替代，也可以在暂存

之前进行消毒/稳定处理。



情景7

塞拉西亚的故事
罗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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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农村的冠军

罗马尼亚 塞拉西亚
位于罗马尼亚西北部的塞拉西亚市（Sălacea）不仅在短短3个月内实现

了从几乎不回收利用任何垃圾到循环再生率达40%的快速发展，同时也

使社区垃圾产生量减少了55 %。通过与欧洲零废弃和罗马尼亚零废弃

（Zero Waste Romania）合作，塞拉西亚当局开启了向零废弃迈进的历

程：

● 完成五种废弃物的上门分类收集，包括生物质垃圾

● 与本地利益攸关方，主要是废弃物分拣和处理作业区域运营商Eco

Bihor进行了强有力的接触和合作

● 为市民提供为期四周的全面教育项目，同时制定有效的沟通战略，向

当地社区通报信息并使之参与进来

3个月后，塞拉西亚获得了非常出色的成果：

● 废弃物总产量从106.7吨下降到47.93吨，降幅55%

● 送往填埋场的垃圾量从105吨（占废弃物总产量98%）急降至 26.3 吨

（占废弃物总产量55%）

● 分类收集的废弃物从1%上升到61%

● 当地公民参与率从8.4%增至97%

情景7 · “我们位于偏远的农村地区或岛屿”

阅读塞拉西亚的故事

https://zerowastecities.eu/bestpractice/the-story-of-sala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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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每座城市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可以帮助

您进一步分析情况，并识别出制定零废弃计划所需

采取的关键步骤，以产出根据您本地需求和背景而

量身定制的零废弃计划。

请联系cities@zerowasteeurope.eu

第三部分 - 从哪里开始/开始时的可能情景

mailto:cities@zerowasteeurope.eu


后续行动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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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零废弃总体规划”的开头读到现在，您应

该可以很好地了解零废弃究竟是什么，包括其新趋

势以及欧盟废弃物和循环经济立法与之相关的部分。

您应该已了解到零废弃方案在得到有效采用

后能为社区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此外，您应该可以开始考虑您所处的市镇需

通过哪些方法和切入点来开启零废弃之旅，并同时

充分考虑本地具体的社会和自然环境。

第四部分 - 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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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总体规划已经被设计为您开启零废弃之旅

的一个切入点。

我们又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开发了几个资源

工具，帮助指导地方层面零废弃战略的设计、实施、

监测和评价。

这些资源工具以您已经掌握的知识为基础，

提出了简单易操作的建议和模板，还有帮您界定工

作内容的工具。

所有这些都可以在欧洲零废弃学院网上找到。

第四部分 - 后续行动

https://zerowastecities.eu/zw_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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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零废弃学院
鉴于零废弃和循环经济意识已在不断提高，目前更为重要的是，市政当

局和社区利益攸关方需掌握正确的知识、资源和经验，开始实施有影响

力的零废弃政策。

在欧洲零废弃学院（Zero Waste Europe Academy），您可以找到先进

的工具、资源以及正在推动欧洲向零废弃转型的幕后专家，它可以帮助

您在未来成功实施零废弃战略。利用我们过去十年一直站在欧洲零废弃

运动前沿的经验，欧洲零废弃学院旨在支持所有决意减少及预防本地社

区废弃物产生的人和他们的行动。

学院由在线平台、线下工作坊和学习之旅组成。我们的在线平台有很多

指南、视频和录音音频，让您有机会参与前沿的Zero Waste Live!系列网

络研讨会。这些研讨会里，我们召集了先锋式的思想创新者和实践者，

一起讨论当下零废弃领域最为重要的主题。

“眼见为实”
欧洲零废弃学院不仅仅是在线课程，我们还可以将其直接带到您的身边

和您的社区。构建这所学院是为了提高欧洲变革者的意识，并增强他们

在地方层面落实减少和预防废弃物产生之政策和战略的能力。

第四部分 - 后续行动 / 欧洲零废弃学院

https://zerowastecities.eu/zw_academy/
https://zerowastecities.eu/webinars/%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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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欧洲零废弃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的专家网络，我们得以组织学习之旅。

这个系列活动召集处在领跑位置的欧洲零废弃城市团队，一起从当今最

成功和最有效的案例中学习。学院还会根据您的需求和请求组织面对面

工作坊，邀请欧洲零废弃网络内的专家协助您来设计制定实施方案。

因此，如果您需要得到诸如如何实施分散式堆肥系统，如何应用零废弃

商业模式以及市镇零废弃计划中应包含哪些内容等方面的支持和指导，

零废弃学院应该是您搜索的第一站。

无论您是市政官员、废弃物管理专业人员、民间社会组织、学校、企业、

活动组织者，还是想要做出改变的个人，都能在欧洲零废弃学院找到适

合的东西。

第四部分 - 后续行动 / 欧洲零废弃学院

访问欧洲零废弃学院

https://zerowastecities.eu/zero-waste-study-tours-experience/
https://zerowastecities.eu/zero-waste-workshops/
https://zerowastecities.eu/zw_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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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废弃城市认证和为欧洲最佳零废弃
实践树立标杆

“零废弃"一词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多地被使用。从酒店到节日，从咖啡馆到

城市，由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经济模式需要向闭合循环的方向转变，因

此零废弃正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术语。 零废弃的普及和意识提升是值

得庆祝的事情，我们也为自己在推动这一概念主流化方面发挥的作用感

到自豪。

然而，零废弃概念的日益流行也会伴随其原义被曲解和淡化情况的发生。

逐渐地，一些利益攸关方，从市政当局到大企业，都会宣称其所做的事

是零废弃，但实际上却未能真正理解这个理念背后所必需的整体观和以

社区为导向的原则。

为了使真正的零废弃方案免受虚假宣传的侵害，以及更为重要的，为了

切实促进社会向零废弃愿景所描绘的坚韧未来转型，我们在欧洲零废弃

学院的基础上又补充了零废弃城市认证和标识项目，来更好地给欧洲的

最佳零废弃实践树立标杆。零废弃城市认证过程对所有的欧洲城市开放，

目前已在8个欧洲国家/地区开展，而零废弃标识则面向的是中小型企业、

聚集性活动和组织机构，凡在其运营和工作中有实施零废弃方案的，都

适用。

有关上述计划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第四部分 - 后续行动 / 零废弃城市认证和为欧洲最佳零废弃实践树立标杆

https://zerowastecities.eu/zero-waste-certification-for-cities/


结论
第五部分



107

随着主流社会对零废弃理念日益接受和认可，再加上欧盟建立了富有雄

心的立法框架，在地方层面着重实施零废弃成了越来越迫切需要努力和

关注的事。这就是为什么“零废弃总体规划”需要修订更新，以更好地向相

关方解释零废弃方案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方案。

鉴于地球所面临的气候和环境灾难正在逼近，立刻行动的迫切性比以往

任何一个时候都重要。我们需要有勇气的领导人，无论是选举产生的还

是志愿付出时间的。本总体规划是专门为那些想要解决问题的个人和组

织设计的，他们致力于重新思考消费和生产模式，以使我们的生活与自

然有更紧密的联结，他们也有能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把社区凝聚在一

起。

我们希望这只是您踏上零废弃之旅的第一步。 通过欧洲零废弃学院，您

可以找到更多工具和资源，可以在零废弃的议题上更加深入，也可以在

我们推动欧洲向零废弃未来转型的过程中，获得进一步支持。

欲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通过cities@zerowasteeurope.eu直接联系我们，

也可以了解我们在欧洲各国开展活动的国家协调人是谁。

第五部分 – 结论

mailto:cities@zerowasteeurope.eu
https://zerowastecities.eu/dis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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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 结论 / 著作权和鸣谢

https://ebm.si/en/
https://www.hnutiduha.cz/
https://zerowasteeurope.eu/our-network/
https://zerowastecities.eu/
mailto:cities@zerowasteeurope.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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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 结论 / 著作权和鸣谢

欧洲零废弃是一个由社区、本地领导人、专家和变革推动者组

成的欧洲区域内的网络，致力于消除我们社会中的废弃物。 我

们为社区赋能，帮助他们重新设计社会与资源的关系，并参照

循环经济的理念实践更智能的生活方式和可持续的消费模式。

欧洲零废弃感谢欧洲联盟提供的资金支持。本项目材料的内容

由欧洲零废弃全权负责。 它不一定反映上述资助者的意见。 资

助者不对本材料包含信息的任何使用情况负责。

欧洲零废弃 2020 年 7 月

署名-非商业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

亦由欧洲联盟的Erasmus项目共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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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译制

本文献中文版已由欧洲零废弃授权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翻译发布。

译制机构

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译者

郑悦 方晓轩

校对

郑悦 方晓轩 牟晓宁 毛达

本文献中文版是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通向无废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历史教训与全球经验研究”项目的产出之一，感谢万科公

益基金会为该项目提供的资金支持。文献内容及观点与万科公益基金会

的立场或政策无关。

@无毒先锋

无毒先锋(toxics -free.org.cn)是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一支关
注“有毒化学物质污染对中国人群的健康影响”的团队，使命是合力抗击“隐
形污染”,消除有毒化学物质对中国人群的健康影响。理想为“无毒中国”——
中国再无有毒化学物质污染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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