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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循环经济概念是相对于线性经济而言，这是对传

统经济模式的一种彻底的变革。循环经济已经成

为国际发展的共识，中国也从 2006 年推动循环经

济，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循环经济

已经越来越侧向消费端的废弃物回收再生，这也

跨越了传统的行业体系进入到社会体系，需要政

府、各行各业和消费者的参与。

随着近几年塑料垃圾问题越来越突出，循环经济

进入我们的视野，其提倡的闭环是解决污染、垃

圾问题的一个完美模式，让资源不断在商业模式

中循环流动，不断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对自

然产生污染和排放。这也是目前帮助实现碳中和

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良方。 

然而实现循环经济比传统工业和供应链更具有挑

战性，不仅跨行业，还要面临诸多政策挑战。公

众对于循环经济还缺乏认知，国际社会对于中国

循环经济的政策和现状也存在差距，本报告系统地

介绍循环经济的特点，中国循环经济的政策和产业

发展，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塑料再生行业的发展，特

别有助于品牌企业、NGO 和国际社会增进对这一

行业的了解。感谢 Sedex 对于本报告的编写，也

很荣幸可以参与其中。随着 30/60 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提出，相信这一理论会更多地付诸实施。

蒋南青 女士

生态学博士

中华环保联合会

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秘书长



导言

1996 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鲍尔丁发表《一门科

学 — 生态经济学》，开创性地提出了生态经济的概

念和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简单来说，这是一个

相对矛盾的“形态”，即：经济增长的无限性与资源

需求的局限性。而“循环经济”则发端于此。

可想而知，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满足基本经济发展规

律的同时，从源头上加以对环境的治理与把控，以

实现环境与发展相协调的大事。2020 年 9 月 22 日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申明了 

“2060 年前努力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向国际社会

作出减排承诺。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是一道严格，

又紧急的课题。面对一场全新的“大考”，供应链

上的企业，纷纷进行低碳转型性。相应的，随着绿

色低碳理念的不断深入，消费者意识也在不断提升

的过程中，帮助推动了循环经济的发展。上至国际

社会，下至普通百姓，合力实现绿色、循环发展将是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需要共同走的一段路。

作为责任供应链的倡导者，一直以来，Sedex 与

我们的会员及利益相关方携手，实践着责任供应

链在全球的建设与推广，以努力实现联合国 17 个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而循环经济的发展又

是责任供应链的绿色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它涉及的领域之深、范围之广，足以涵盖供应链

这根“链条”上的整个环节，以及整个生命周期

过程中的“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

帮助公众如何更正确、更明细地认识循环经济，

包括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塑料再生行业，是我们制

作这份报告的初心。十分感谢中华环保联合会绿

色循环普惠专委会秘书长蒋南青博士对这份报告

作出的贡献与专业的建议。

本报告中且有补足与疏漏之处，也希望与您交流，

并互相学习。祝生活愉快！

林垚 先生

Sedex 亚太区总经理



循环经济理论概要



         在过去的 40 年里，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增加了 2 倍多。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出

现，对资源的总需求预计将从 2014 年的 500 亿吨上升到 2050 年的 1300 亿吨，这超过了地球总容量的 400%。

如果不改变线性经济的消耗方式，人类最终会因资源匮乏而难以为继。

人类需要一种更可持续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需要兼顾环境和社会的发展。就

目前而言，我们所说的绿色、节能、可持续、环保等社会议题背后，都离不开循环经济作为基石。

自宇宙大爆炸以来，循环就一直是大自然的运行原理，它和人类一样古老，但在最初的几千年里，人类并没有

意识到它的存在。如今，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我国政府，都在大力倡导向循环经济转型，打造循环经济产业链。

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个时下最受瞩目的经济模式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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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背景

20 世纪 60 年代

1962 年美国生态学家卡尔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

指出生物界以及人类所面临的危险。

1966 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波尔丁在《即将

到来的宇宙飞船世界的经济学》一文中提出“生态

经济”时，以宇宙飞船做比喻分析地球经济的发展，

最先谈到了循环经济。（他认为飞船是一个孤立

无援、与世隔绝的独立系统，靠不断消耗自身资

源存在，最终将因资源耗尽而毁灭。而唯一能使

飞船延长寿命的方法，就是实现飞船内的资源循环，

尽可能少地排出废物。同理，地球经济系统如同

一艘宇宙飞船，尽管地球资源系统大得多，地球

的寿命也长得多，但是也只有实现对资源循环利

用的循环经济，地球才能得以长存。）

1989 年

1989 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 David W. Pearce 和 

R. Kerry Turner 进一步建立了循环经济模型。在自

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中，他们指出，传统的开放

式经济的发展没有内在的循环趋势，它把环境当

做废水池。

1990 年

1990 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和图奈出版

了《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书中第二章是“循环

经济”，该章构建了资源可持续管理的三条准则。

一是可再生资源开采量不能大于其再生能力；

二是耗竭性资源的减少不能超过新增的探明储量；

三是排放到环境中的废物不能大于环境同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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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日本颁布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和若

干专门法，采用了“循环型社会”概念。

2002 年

2002 年，德国化学家 Michael Braungart 和美国

建筑师 William McDonough 出版《从摇篮到摇篮：

循环经济设计之探索》，本书详细说明了如何实

现他们的“从摇篮到摇篮”的设计模式。(产品在使用

寿命结束后，要么成为“生物营养素”，要么成为“技术

营养素”。生物营养素是可以重新进入环境的物质。

技术营养素是保持在闭环工业周期内的物质)

1996 年

1996 年，Tim Jackson 在《物质关注:污染、利润

和生活质量》中开创了预防性环境管理的改变，

它是循环经济框架的核心原则。（其原则是:预防

胜于治疗，“一开始就防止环境破坏，总比事后

清理好”）

1996 年德国颁布的《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中

首次出现“循环经济”一词。

2013 年

2013 年，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发布《走向循环经济:加速转型的经

济和商业理由》(Toward the Circular Economy: 

Economic and Business Rationale for an Accelerated 

Transition) 。

通过产品案例分析和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全面分析，

该报告详述了循环经济可为欧盟带来巨大效益。
2015 年

2015 年，WRAP （The Waste and Resources 

Ac t i o n  P ro g ra m m e）和绿色联盟（G re e n  

Alliance）发布报告《就业和循环经济:在资源效

率更高的英国创造就业机会》(Employment and 

the circular economy: job creation in a more 

resource efficient Britain)。它估计，到 2030 年，

如果不改变政策，循环经济将创造 20 万个新工作

岗位，减少 5.4 万失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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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献和专业期刊中使用了超过 100 多种循环

经济的定义。之所以有这么多不同定义在使用，

是因为这个概念由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提出。社

会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等不同领域的专业人

员，对循环经济的侧重点自然不同。

我们在本篇报告中截取的是国际主流/通用的观点

和概念，也是最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

上述图片遵循的是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循环经济三原则：

1. 从设计之初避免废弃物和污染               2. 延长产品和材料的使用周期               3. 促进自然系统再生

概念

循环经济是一种旨在消除浪费和持续使用资源的

经济体系。循环系统利用重复使用、共享、维修、翻

新、再制造和循环再造来创建一个闭环系统，最

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投入的使用和产生废物、污染

和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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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通常基于 3R 原则：

再循环（Recycling）：再生的自然系统

减量化（Reducing）：减少浪费和污染

再利用（Reusing）：保持使用中的产品和材料

除了 3R 原则，还有一些以此衍生的原则：

●  香港环保署的“环保 4R”：Reduce 减少使用、Reuse 重复使用、Recycle 循环使用(重制再使用)、

     Replace 回收再用(回收能源或改变化性)。

●  5R 管理模式由我国著名管理专家陈向航先生于 2003 年引入国内，原则包括 Reduction（减量）、 

   Reuse（ 重复使用）、Recycling（回收）、Regeneration（再生）、Rejection（拒用）。

循环经济必然是一个需要各行业进行深度整合的产业链，循环产业链打破传统工业模式，依据产品全

生命周期对生产要素进行了重新组合。

产品生命周期 (product life cycle)，简称 PLC，是产品的市场寿命，即一种新产品从开始进入市场

到被市场淘汰的整个过程。

与线性经济（“循环经济”的对称。以资源线性流动为特征的经济模式。表现为传统经济中“资源 - 产品 - 废弃物”

的单向流动。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即变为废弃物,大量消耗资源同时造成环境污染。具有高消耗、高污染和低利

用率的特征,实质是以增长的自然代价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与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

相比，循环经济使原材料和资源得到最佳利用。这意味着这些材料和资源将继续以产生最高经济价值和最小环

境破坏的方式加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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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循环经济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重责，在欧

盟各国政府内部通常由环境部门和经济部门共同

承担。如果符合相关目标，其他政府其他职能部门

也会参与其中，例如在丹麦就有 8 个部门参与其中；

欧盟

欧盟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公众和政府

就开始对循环经济的议题展开讨论，它可以算是

对废弃物管理的进一步深化。90 年代初欧盟采

用了“污染者付费”原则(扩大生产者责任，谁污

染谁付费)，其目的是鼓励改进废弃物管理。

在本世纪头 10 年，欧盟通过《报废车辆指令》

（End-of-Life Vehicles Directive）和《电子废弃

法律法规

物指令》（E-Waste Directive）解决了废弃物管

理部门的 2 个特别关键的部分，它考虑到了全球

出口产生的废弃物流动。所有这些规定都在 2015 

年的循环经济行动计划（The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es the Circular Economy Action Plan）

中进行了改革。

5

欧盟各国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对应文件和发布时间轴

有时候，一些国家还会设立跨学科的委员会，例

如在葡萄牙就设立了气候保护措施和循环经济的

跨学科委员会。下图就是欧盟各国制定相关战略

计划的参与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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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各国针对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制定的战略文件

2010 年以后，越来越多利益相关参与到循环经

济的推动中来，如：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世界经济论坛（WE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联合国

环境署（UNEP）等。

2015 年，欧盟委员会通过《循环经济行动计划》

（THE LOOP – AN EU ACTION PLAN），它包含

一系列立法和非立法的举措倡议旨在推进全球最

大的单一市场向循环经济转型。作为首批推动循

环经济的重大立法和政策体系之一，该计划为在欧洲

乃至全球落实循环经济政策提供了开创性的蓝图。

2018 年末，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 2050 战略性

长期愿景”，力图于 2050 年实现净碳排放量为

零、能耗水平达到 2005 年的一半，希望 2050 

年成为全球第一个碳排放为零的“气候中和”

（climate neutral）大型经济体。

2020 年，欧盟委员会通过新版《循环经济行动计

划》是“欧洲绿色协议”框架下的重要一环。与 2015

年的旧版相比，新版《计划》将推动欧洲循环经

济从局部示范转向主流规模化应用。

美国

目前，美国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循环经济法规，但

美国有《资源保护和回收法》(1976 年通过，1984 年

修订)和《污染预防法》(1990 年制定 )，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着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

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还推行了一些有利

于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

来，美国已有半数以上的州先后制定了促进资源再

生循环利用的法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于 1989 年

通过了《综合废弃物管理法令》，要求在 2000 年

以前，对 50％ 的废弃物要通过源削减和再循环的

方式进行处理，未达到要求的城市将被处以每天 1

万美元的行政性罚款。美国 7 个以上的州规定，新

闻纸的 40～50％ 必须使用由废纸制成的再生原料。

佛罗里达州对向本地市场出售的所有饮料容器征收 

5 美分的预付处理税，这些钱直接划入本州循环发

展基金，以开展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

从 1997 年开始，美国把每年的 11 月 15 日定为

“循环利用日”。

2005 年 10 月，美政府发布一项行动计划，确定要

提高全国城市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的比例，到

2008 年要达到 35%。其中，确定的几个主要领域

的目标分别是：纸和纸板制品，从 2001 年的 44.9% 

提高到 53.8%，提高 8.9 个百分点；木质包装，从 

15% 提高到 24%，塑料包装，从 6.6% 提高到 19%，

饮料类包装，从 26% 提高到 39%。

6 sed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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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由于受到自身资源和环境方面的限制，再加上自

1960 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来，日本经济发

展一直沿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资

源浪费型经济模式。

这种模式的结果，是循环利用率提高速率较慢等

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频频出现，促使日本政府开

始高度重视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并加快政府主

导、市场运作的循环经济体系建设的步伐。

日本既是循环经济立法最全面的国家，也是国际

上较早建立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发达国家之一。

其所有相关的法律基本原则是发动全社会力量，

通过抑制自然资源的消费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其精神则集中体现为“三个要素、一个目标”，

即资源再利用、旧物品再利用、减少废弃物，最

终实现“资源循环型”的社会目标。

在日本，不仅分类别制定了资源再生利用的单项

法规，而且还形成了具有很强现实性和前瞻性的

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这个法律体系可以分成三个层面：基础层面是一

部基本法，即《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第二个层面

是综合性的两部法，分别是《固体废弃物管理和

公共清洁法》和《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第三个

层面是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制定的五部具体法律

法规，分别是《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

《家用电器回收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

《食品废物再生法》及《绿色采购法》。

针对认证企业
废物处置和公众清洁法

的特殊措施

废弃物的妥善处理

促进 3R 整体
计划性举措

针对处理难
个别物品制定
的法律制度

基本法律框架

基本原则
① 抑制生产（Reduce)
② 再利用（Reuse）
③ 回收利用（Recycle）
④ 热回收（Thermal Recycle）
⑤ 妥善处理

废物处置和公众清洁法（1971 年施行  2017 年修订）

废规定了市町村在生活垃圾处理中的职责，废物处理机构从业许可证的颁发，废物处理标准的制定......

小家电
回收利用法
（2013 年施行）

包装
回收利用法

（2000 年施行  2006 年修订）

家电
回收利用法
（2001 年施行）

汽车
回收利用法
（2003 年施行）

建筑
回收利用法
（2002 年施行）

食品
回收利用法

（2001 年施行  2007 年修订）

小家电

有效运用小家电
中所含的有价金属

占生活垃圾 6 成的
包装容器垃圾处理方法

大型废弃物、垃圾处理方法 其它大型、大量废弃物处理方法

排放者（消费者）
负担费用

排放者（企业）
负担费用

制造、流通企业
负担费用

易拉罐、塑料瓶、纸制
塑料制、包装容器等

冰柜、冰箱、空调
电视、洗衣机、烘干机

机动车
木材、混凝土
沥青

食品残渣

指定了含个人电脑在内的
10 个行业 69 种产品

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2001 年整体修订施行）

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 （2001 年施行  2012 年修订）

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计划
（201 8 年 6 月修订）

正在制定塑料资源
循环战略

对制造商自主回收、回收利用系统构建等作出规定

1960~1970 年代

1980 年代

1990 年代

2000 年代 ~

●  围绕环保的废弃物处理，伴随高速成长，产业

     废弃物的增加和“公害”的凸显

●  作为环境保护措施的废弃物处理

●  抑制废弃物的产生，对废弃物再利用

●  构建各种回收利用制度

●  有害物质（含二噁英）对策

●  推进 3R 以构建循环型社会

●  推进完善废弃物处理设施

●  围绕环保的废弃物处理

●  废弃物的处置法（1971）

●  再生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1991）

●  巴塞尔法（1993）

●  环境基本法（1993）

●  节能循环支持汉（1993）

●  包装容器回收利用法（2000）

●  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2001）

●  家电回收利用法（2001）

●  食品回收利用法（2001）

●  建筑回收利用法（2002）

●  废弃物处置法修订（2003）

●  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2001）

●  机动车回收利用法（2005）

●  小家电回收利用法（2013）

构
建
循
环
型
社
会

保
护
生
活
环
境

主要问题 代表性法律和施行年份年代



循环经济在中国



         根据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现状，如何保持经济系统良性循环业已成为我国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中

国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才是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实现

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面对这种形势，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加快建立循环经济体系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应该从经济发展战略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认识建立

循环经济体系的重要性。

必要性

在中国已经探明的 45 种主要矿产中，2010 年可以满足的只有 21 种，到 2020 年仅剩 6 种。要改变我国资源过

分依赖国际市场的现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就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最小的资源代价发展经济，以最小

的经济成本保护环境。

循环经济是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以保护生态和最有效地利用资源为特征，通过

改变生产工艺流程，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和能源量，以达到减少污染排放

和减少资源消耗的目的。循环经济所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原则对传统的经济结构提出了挑战，

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结构向低消耗、高利用、低排放的绿色经济结构转型，并有利于建立节约型和高

效率的绿色经济体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国对国际贸易产品的环保要求趋于严格。如欧盟于 2004 年颁布了

《废旧电子电气设备 (WEEE) 指令》和《电子电器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这两项法令被业内称为

“全球最严厉的环保令”。指令要求在今后欧盟市场上流通的电器生产商包括其进口商和经销商 ，必须承担

支付报废产品的回收费用，欧盟市场上将禁止含有特定有害物质的产品出售及使用。为了保证我国机电产品的

出口，加快建立循环经济的建设，从而达到减少贸易壁垒，刺激产品出口的目的，这也有利于调整中国的经济

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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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循环经济是缓解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

我国资源禀赋较差，虽然总量较大，但人均占有量

少。国内资源供给不足，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

上升。一些主要矿产资源的开采难度越来越大，开

采成本增加，供给形势相当严峻。为了减轻经济增

长对资源供给的压力，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

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2 发展循环经济是从根本上减轻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

转，环境污染状况日益严重。水环境每况愈下，大气

环境不容乐观，固体废物污染日益突出，城市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低、农村环境问题严重。大力发展循

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可将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资

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从根本

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本世纪头 20 年，中国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

发展阶段，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形势十分严峻。传

统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

仍未根本转变，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

中国想要继续发展，就必须要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学者把清洁生产的理念引入

中国，2000 年前后又将德国和日本发展循环经济

的理论和案例引入国内。其实，中国早在农耕时

代就有类似“循环”的概念出现，农业时代背景下“自

己自足”的生活状态：从乡间田野获得生活的必需

品，又将剩余的物料回归田野作为养料，取之于

田野又最终回归田野。这一循环的过程可以视作

是最为质朴的循环理念的前身。

2002 年我国正式颁布第一部以预防污染为主要

内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四号，2012.7.1 起

实施），逐渐从末端治理转向环境与资源双导向的

战略。

而循环经济理念在中国真正开始登上主流舞台，

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与推动。2005 年，国务院发布

了《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

〔2005〕22号），自此，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包括环保部在内的其他政府部门，开始陆续

发布循环经济实施的指导原则和一些典型案例。

在“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发展循

环经济一次次被写入，这一阶段，中国对循环经

济的定位以节约资源和循环利用为主。

2017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四部委联合出台

《循环发展引领行动》（2017.5.4），要求强化制

度和政策供给，加强科技、机制和模式等跨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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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循环经济是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迫切需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关税壁垒作用日趋削

弱，包括“绿色壁垒”在内的非关税壁垒日益凸显。

近几年，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在资

源、环境等方面，设置了不少自己容易达到、而

发展中国家目前还难以达到的技术标准，不仅要

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

制、开发、生产到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利用

等各环节都要符合环保要求。

这些非关税壁垒，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扩

大出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欧盟的两项指令所

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我国电子电器设备产品，

还涉及到零部件、原材料行业。面对日益严峻的

非关税壁垒，我们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尤其

是要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逐步

使我国产品符合资源、环保等方面的国际标准。

4 发展循环经济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

目前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

较低，突出表现在：资源产出率低、资源利用效

率低、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再生资源回收和循

环利用率低。实践证明，较低的资源利用水平，

已经成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竞

争力的重要障碍；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

的利用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我们面

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5 发展循环经济是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本质要求

传统的高消耗的增长方式，向自然过度索取，导

致生态退化、自然灾害增多、环境污染严重，给

人类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2-07/10/content_5297302.htm
http://www.gov.cn/zwgk/2005-09/08/content_30305.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7-05/04/content_5190902.htm


循环经济的建立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这

一工程的基础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发展循环经济，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中国未来阶段社会发

展的必然选择。在这一背景下，构建和完善我国

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法律本身是否有效，是法律能否发挥作用的一个

关键因素。在这个方面，德国和日本的经验给我

国很好的启示。德国在《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

等法律中，对政府、企业和公众的权利、义务做

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同时，还设置了很多可以

直接量化的指标，法律的可操作性极强。日本的

循环经济相关法律在立法过程中，采取“先易后难”

的办法，首先对涉及相关利益较少的废弃物的再

生利用进行立法，再逐步扩展至全行业。

中国的循环经济相关法律法规在借鉴国外优秀实

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污染最为

严重、对资源最为依赖的行业开始，逐步拓展到

更多行业。相关的规定从节约能源、循环利用、

试点示范逐步深入到产业整合、技术、税收和政

策的扶持。

可以说，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已经融入到我国的

基本国策中，未来，我国还会出台更多法律法规

和政策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

                                                                                                                                                                                                                                                                                                                                                                                                                                                                                                                                                                                                                                                                                                                                                                                                                                                                                                                                                                                                                                                                                                                                                                                                                                                                                                                                                                                                                                                                                                                                                                                                                                                                                                                                                                                                                                                                                                                                                                                                                                                                                                                                                                                                                                                                                                                                                                                                                                                                             

法律法规

2005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

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22 号），为循环

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

2006 年，《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9.13）

中择取钢铁、有色等十一个行业作为循环经济发

展的重要领域。

2008 年，十一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了《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四号），2009.1.1），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

开始实施，将发展循环经济纳入法制轨道。与西方

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一般侧重于废物再生利用

不同的是，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选择了“减

量化优先”的原则，集中主要能力解决能源消耗

高、环境污染严重等重大问题。

2011 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2011.3.16）

要求组织实施“十百千示范”行动，我们循环经

济发展逐步进入实践操作层面。

2016  年，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2016.3.16）

的精神，发改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印发国家循

环经济试点示范典型经验的通知》，向全国推广

一批循环经济典型经验和做法，推动循环经济全

面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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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创新。随后《生产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国办发〔2016〕99号，2017.1.3）颁布，要求通过产品生态

设计、使用再生原料、规范回收利用等，推动资源环境责任落实。国务院同时提出，到 2025 年，中国将基本

完善重点品种的生产责责任延伸制度（EPR）制度，产品生态设计“取得重大进展”，至少一半的废弃产品

得到规范回收与循环利用。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简称 EPR 制度，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一种

新的制度理念。最早由瑞典隆德大学环境经济学家托马斯•林赫斯特提出，其将EPR制度视为一种环境保护战

略，旨在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1/03/content_5156043.htm
http://www.gov.cn/zwgk/2005-09/08/content_30305.htm
http://www.gov.cn/zwgk/2005-09/08/content_30305.htm
http://www.gov.cn/jrzg/2006-09/13/content_388046.htm
http://www.npc.gov.cn/npc/c12435/201811/cd94d916c06b4d2ab57ed5e97c46318d.shtml
http://www.npc.gov.cn/npc/c12435/201811/cd94d916c06b4d2ab57ed5e97c46318d.shtml
http://www.gov.cn/jrzg/2012-02/15/content_2067781.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5/07/content_51916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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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四部委联合出台

《循环发展引领行动》（发改环资〔2017〕751 号，

2017.4.21）。推动会我国循环发展再上新的台阶。

同年，《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国办

发〔2016〕99 号，2017.1.3）颁布，推动环境责任

落实。

2018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 (2017 修正) 》正式实施，要求企业提高水的利

用率，使用更加清洁的工艺。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

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六

号），2018.10.26），修正了相关部门的名称。

2020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发改环资

〔 2020〕80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司法部印发《关于加快建立绿色

生产和消费法规政策体系的意见》  （发改环资

〔2020〕379 号，2020.3.11）的通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

细分到不同的行业，我国还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

（主席令第 33 号） 《节约能源法》（2018.11.5）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2019.6.28） 

《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2019.5.9） 《商品零

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2008年

第 8 号，2008.6.1） 《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

（修订）（国令第 715 号，2019.5.6）等一系列促

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

经过粗略统计，2017 年 1 月到 2018 年 1 月间，我

国共发布了 68 项循环经济发展相关政策，发布单

位几乎涵盖了国家各个重要部门。

http://www.gov.cn/xinwen/2017-05/04/content_5190902.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7-01/03/content_5156100.htm
http://www.mee.gov.cn/ywgz/fgbz/fl/200802/t20080229_118802.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fl/200802/t20080229_118802.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fl/201811/t20181114_673624.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fl/201811/t20181114_673624.s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1/t20200119_1219275.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1/t20200119_1219275.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3/P020200317570029922474.pdf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3/P020200317570029922474.pdf
http://www.nea.gov.cn/2017-11/02/c_136722869.htm
http://www.mee.gov.cn/ywgz/fgbz/fl/201811/t20181114_673623.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xzfg/201909/t20190918_734319.shtml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swfg/swfgbh/201101/20110107352011.html
http://www.gov.cn/flfg/2008-05/15/content_975809.htm
http://www.gov.cn/flfg/2008-05/15/content_975809.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5/06/content_5389079.htm


政府

我国经济目前总体上还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然

而，市场事实上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主要是市场机制的自发性、盲目性及其功能的局限性，信息的

不对称性及不完全性等，这些缺陷会导致市场失灵。

政府作为调节市场的一双无形之手，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手段为环境和公共资源提供保护。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因

是资源浪费和环境退化，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手段、法律法规在内的非市场手段对其加以矫正。

政府对发展循环经济的带头作用和推动作用，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重要的核心力量。

我国制定循环经济发展政策、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指导的主要政府部门：

主要利益相关方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是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法制定和变动效力可以及于中国

全部主权范围的规范性法文件活动的总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主席令第 22 号，1989.12.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主席令第 4 号，2009.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主席令第 87 号，2008.6.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主席令第 31 号，2016.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主席令第 61 号，2018.1.1）

●  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国务院关于印发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5 号）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22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99 号）

国务院关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的批复（国函〔2019〕99 号）

●  生态环境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为正部级。负责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基本制度。

负责重大生态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负责环境监测和信息发布。

关于印发《国家环保总局关于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环发〔2005〕114 号）

关于发布《钢铁工业发展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导则》等两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公告（公告 2009 年 第 12 号）

关于发布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的公告（公告  2020 年 第 38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关于开展工业产品生态设计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节〔2013〕58 号）

●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为正部级。拟订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

规划和年度计划。组织拟订综合性产业政策。推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协调生

态环境保护与修复、能源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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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5-08/05/content_20923.htm
http://www.mee.gov.cn/ywgz/fgbz/fl/201811/t20181114_673624.shtml
http://www.npc.gov.cn/npc/sjxflfg/201906/863e41b43f744efda56b14762e28dc6f.shtml
http://www.npc.gov.cn/npc/sjxflfg/201906/daae57a178344d39985dcfc563cd4b9b.s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12/30/content_5251797.htm
http://www.gov.cn/zwgk/2013-02/05/content_2327562.htm
http://www.gov.cn/zwgk/2005-09/08/content_30305.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1/03/content_5156043.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10/29/content_5446300.htm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375807.htm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g/200910/t20091022_174542.htm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09/t20200903_796595.html
http://www.mee.gov.cn/gkml/hbb/gwy/201302/t20130228_248609.htm
JOJO




协会/联盟

如果说政府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无形之手，那

么到了实践层面，协会/联盟则担负起承上启下的

作用。它聚集起拥有相似目标的企业和其他利益

相关方，搭建其与政府间沟通的桥梁，通过举办

简介：

协会设在北京。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是经民政部批

准成立的跨地区、跨行业、全国性的社团组织，

党建工作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业务上接受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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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办环资〔2017〕1778 号）

关于印发《循环发展引领行动》的通知（发改环资〔2017〕751 号）

关于印发《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2017年版)》的通知（发改环资〔2016〕2749 号）

关于印发《节能标准体系建设方案》的通知（发改环资〔2017〕83 号）

●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直属部门。拟订实施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和标准；监测工业行业

日常运行；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发展和自主创新；管理通信业；指导推进信息化建设；协调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等。

关于印发工业循环经济重大示范工程（第一批）的通知（工信厅节 [2012] 62 号）

关于加强“十三五”信息通信业节能减排工作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节〔2017〕77 号）

关于印发《促进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工信部联装〔2017〕29 号）

其他发布和制定相关政策、通知、办法、意见的政府部门还有：农业部、财政部、国家能源局、科技部、水利

部、住建部、交通部、国土资源部、商务部等……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China Association of Circular Economy

成员类型：

会员以矿业、能源、科技和环保类企业为主。

各类研讨会、调研、工作坊、报告、项目合作等形

式，推动循环经济在国际间、国家间、区域间、甚

至行业层面的落地和普及，运用专业领域的资源充

当政府和企业的智囊角色，提供咨询服务。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711/t20171103_962583.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705/t20170508_962956.html
https://www.ndrc.gov.cn/fggz/hjyzy/fzxhjj/201701/t20170112_1203305.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701/t20170119_962878.html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zh/art/2020/art_11058e7b889d4c85bc73753aacf6ab78.html
https://www.miit.gov.cn/jgsj/txs/txjs/glwj/art/2020/art_e818dd42f06c4489aae7fdc9fbf20d15.html
https://www.miit.gov.cn/jgsj/zbes/gzdt/art/2020/art_de6bd497dd1d438c863a1cfd7f0ccccc.html


简介：

协会设在北京。由从事废旧物资再生利用的专业

性公司（集团）、工矿企业、以及相关的科研、教

育、社会团体和个体等成员，自愿组成的全国性物

资再生行业的经济团体组织。是经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政部核准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法人。

成员类型：

会员以物质再生、金属、能源、汽车、环保等行

业的企业为主，如北京中车企联环保科技中心、

廊坊市天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湖北金洋冶金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物质再生协会

China National Resources Recycling Association 

服务内容：

●  为政府制定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规划；
●  开展示范试点，强化宣传培训，加强监督管理，

    提供技术支持；
●  为行业、企业和会员单位制定发展规划，编制实

    施方案，推广先进技术和商业模式；
●  提供政策、管理、技术、市场等信息咨询服务；
●  反映企业诉求及政策建议，依法依规推动循环经

     济健康发展。

资金来源：

政府合作、会员费、企业项目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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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项目：

美团青山计划战略合作计划，从环保理念倡导、环

保路径研究、科学闭环探索、环保公益推动四个方

面开展工作，旨在深度发挥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美团外卖青山计划专项基金”环保顾问团的智库

价值，开展前瞻性政策和行业环保路径研究并输出

专业观点，打造权威的专家观点栏目，提升专家参

与度和专家顾问团的行业影响力，引领行业绿色发展。

项目围绕新兴行业环境保护及循环经济领域重点问

题、热点问题、前沿问题进行研讨，相关专家观点和

研究成果将向社会公开发布，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

可靠参考，为行业绿色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为公众

践行绿色生活理念提供指引。

服务内容：

●  向政府有关部门及时地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并协

    助制定有关行业发展的政策法规；
●  对涉及本行业发展的战略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  组织或参与组织流通企业和生产企业举办的各种

    形式的展览会、展示会、订货会、废旧物资交易

    市场等，帮助企业开拓商品流通渠道。

收入来源：

会员费、物质再生行业信用评价费、企业咨询、

活动会议、政府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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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由全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社会团体、科研机构自愿组成的国家一级社团组织，隶属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办有“再生资源信息网”、《再生资源与循环经济》杂志和“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三大信息平台；

设有 12 个专门委员会，由国内外业内 30 多位顶级专家担任专家委员会委员。

成员类型：

协会现有会员 1000 余家，涵盖全国再生资源行业 10,000 多家企业。

服务内容：

●  参与国家专项课题研究；
●  主办/联合举办行业展会/会议/研讨会；
●  发布行业相关报告；
●  担任国家智库功能；
●  行业洞察。

资金来源：

会员费、研究经费、会议活动……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China Resource Recycling Association

15 sedex.com

核心项目：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联合发起倡议，我们倡议

全国回收处置领域的广大企业采取联合行动，为

规范塑料废弃物分类回收处置，提高其资源化和

能源化利用水平做出贡献。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与阿里巴巴、

国美集团、京东集团、苏宁集团等家电销售平台，

格力电器、海尔集团等家电生产企业，爱回收、嗨

回收、有闲有品等家电回收平台，虎哥、启迪环境、

格林美、中再资源环境等家电回收处理企业共20余

家，联合发起《家电“以旧换新”倡议书》，呼吁

广大消费者通过以旧换新等方式，使用网络化、智

能化、绿色化产品，淘汰超安全使用年限的家电，

交售合规企业处置，推动家电更新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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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是经国务院主管机关批准并核准登记注册的全国

性、非营利性、行业性的经济类社会组织、是依

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其业务主管单位是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登记管理机关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是中国唯一专业从事再生

金属产业发展规划、协调、服务的行业组织。

成员类型：

国内外再生有色金属行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相关单位。正式会员 500 余家，海外 VIP 俱

乐部会员 50 余家，会员雇员超过 50000 余人，分

布于全国各个省市及海外。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China Resource Recycling Association

16

简介：

PACE 由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

于 2018 年创立，现在由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主办，总部位于荷兰海牙。

它将商界、政府和民间社会的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制

定集体议程并推动相关行动。专注电子、塑料、

食品和纺织四个领域。

成员类型：

该平台召集了 50 多位 CEO、部长和专家，包括宝

洁、科思创、可口可乐、WWF、世界银行、联合

利华……

PACE (Platform for Accelerating

the Circular Economy)

服务内容：

●  参与行业间的国际交流；
●  主办/参与举办会议/活动/论坛/研讨会；
●  行业/企业调研；
●  政府咨询，政府智库；
●  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  研究行业相关项目；
●  标准（管理办法）制修订
●  搭建互动平台。

收入来源：

会员费、活动会议、企业咨询、研究经费……

服务内容：

●  促进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发挥全球领导作用；
●  将知识转化为基于证据的集体行动议程；
●  推进循环经济先行、规模化建设项目。

循环经济项目：

●  塑料循环经济解决方案；
●  减少浪费解决方案；
●  新塑料经济；
●  回收海洋塑料；
●  消费端的塑料循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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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企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角”，循环经济的 3R 

原则中涵盖了企业内容的“小循环”，也涵盖了

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大循环”，无疑，都需要企

业的深度参与。企业同时也是循环经济中“生产

责任延伸制”的承担方，企业不仅要生产产品，

同时也需要负责回收使用后的产品，建立一套运

作良好的回收再利用体系。

sedex.com

从企业的定义而言，它本身就具有经济、社会和

环境的三重底线。根据麦肯锡的调研报告，具有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好的企业，要比表现最差的那

些企业获得的投资回报更高，获得的社会尊重度

也更高。而这一对比从 2015 年开始，逐年增高，

也就是说，企业在兼顾环境和社会的责任同时，

很大程度上将获得与之对应的利益回报。

消费者

对企业来说，消费者的需求和声音无疑是至关重

要的。于 2009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明确规定了消费者

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权利与义务，消费者作为循

环经济的起点也是终点，有着其他经济主体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整个生产消费链中，生产者则追求利润最大化,

而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为获得最多的利润，

企业在选择生产商品的种类、采用的原料、生产

工艺技术时等均需要考虑产品的购买者的需求，

消费者的偏好决定了企业生产的产品类型，消费

者的偏好发生转变，企业也会随之改进生产方式、

技术或转变产品类型。因此，如果消费者能在消

费的起点就坚持循环经济原则，遵循循环经济消

费模式，那将对企业形成明确的引导，促使企业

向循环经济生产模式转变。  

从最近几年的消费者调研报告来看，最明显的一

个变化是消费者对“绿色”“环保”“可循环”的产品接

受度越来越高，愿意付之付出更高的费用，这也

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推出满足这类需求的产品，

真正从需求端推动企业向循环形态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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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联合国系统内负责全球环境事务的牵头部门和

权威机构，环境署激发、提倡、教育和促进全

球资源的合理利用并推动全球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环境规划署是一个业务性的辅助机构，它

每年通过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报告

自己的活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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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是“一种跨越国界的通过国际合作以促

进彼此利益和相互理解为目标的多国机构”。它

与联盟/协会的作用有相似之处，即联合各利益相

关方制定目标和倡议，并在此框架下做具体的行

动和计划。但国际组织的会员或盟友显然层级更

高，它们通常是国家和政府。因此，国际组织对

各国政府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引导、沟通和合作

的作用，是循环经济发展趋势的风向标。

简介：

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参与和主办循环经济

方面的研讨会，举办绿色工业相关的培训。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简介：

为欧洲环境部长级进程提供服务，B a t u m i  

Initiative on Green Economy(BIG-E)框架下

所作的承诺包括循环经济的优先事项，如减少

粮食浪费(例如在匈牙利)-通过农业质量标准补

充欧洲经委会在粮食损失方面的工作-以及在制

造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例如在乌克兰)推行资源

效率和清洁生产。

主要内容：

●  推动循环经济在国际间的发展；
●  循环经济相关研究报告；
●  出版塑料问题相关调研报告，行动报告；
●  呼吁政府间加入减塑，循环利用的行列；
●  与政府间合作制定治理塑料污染的对策；
●  出台塑料污染治理的行动方案……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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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成立于 1993 年 4 月 27 日，

是经民政部登记注册的中国第一家从事环境保护

公益事业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

金会与广东中南再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华环

境保护基金会会议室正式签约，宣布成立“中国再

生资源产业专项基金”。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 中国再生资源产业专项基金

高校

循环经济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或研究方向出

现在高校，是 2000 年左右的事情。北京和上海

是中国循环经济研究的中心，全国其他高校也有

相关的专业开设或项目进行。高校对循环经济的

研究既注重理论的发展，也重视科技创新，通常

还会有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参与和资助。例如：同

济大学绿色发展和循环经济创新中心是由同济大

学、伊尔庚（上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市

杨浦区政府和江苏省泰兴市政府四方共建的面向

全行业、全社会、开放高效的公共研发创新中心

（以下简称创新中心）。

循环经济作为一门复合型学科，涉及材料学、物

理学、环境学、经济学、化学等多种学科。而高

科对循环经济主要以：科学创新、学术研究、模

型和方法论的建立为主。

基金会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为循环经济设立的基金会

并不多。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和芬兰创新基金会

是最为知名的 2 个循环经济基金会。

中国国内，以绿色、生态、环境保护、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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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高校：

●  上海大学              ●  同济大学             ●  清华大学
●  北京工业大学      ●  国家开放大学     ●  东华大学
●  上海交大

核心项目：

●  废旧塑料改性技术研发项目。以塑料深加工为发

     展方向，针对 PP、ABS、PC、PA、PPS 等类废

     旧塑料颗粒而开发的改性技术。
●  废旧塑料生产技术改造项目。针对目前废旧塑料

     行业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技术，通过技术改造和科

      技创新，完善废气、废水、粉尘的综合处理效能，

       实现再生塑料的全自动、高科技及清洁生产。

碳排放等为主题的基金会数量不少，真正意义上

成立循环经济相关专享基金的，目前仅有一家中

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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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自 2010 年成立以来，致力于推进世界经济向循环

经济的转型。作为全球循环经济的思想领袖，基

金会主要从教育；商业；机构，政府和城市；洞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简介：

Sitra 是芬兰国会监管下的独立性公共基金会，致

力于促进技术成果的商业化和种子项目的融资。

Sitra 设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创新企业或风险性

服务内容：

碳中和和循环经济、能力变革、

预测和洞察、新的生活方式和可

持续经济、培训

核心项目：

循环经济、能力变革、气候问题、

数字信息、终身学习、可持续生

活方式、全球变化趋势……

资金来源：

芬兰议会，约每年 3000 万欧元

项目范围：芬兰

Sitra

芬兰创新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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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2020 年资助资金总额为 180 万元人民币，预计资

助项目 1 - 2 个。

申请资助的条件及要求：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正式注

     册登记、运营一年以上、信誉良好的节能环保、

     再生资源回收及利用、再生能源、循环经济类

企业（企业所有制形式不限）及科研机构均可申

请资助；
●  项目环境影响评估、立项、规划、设计手续完备；
●  单个项目总投资达到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
●  项目所采用的技术在国内或国际处于领先水平，

    节能环保，新型实用，能对行业发展起到示范和

     引领作用。
●  资助资金须专款专用，自觉接受资助机构的监督

     和审计。

见和分析；系统性倡议；传播六个领域入手，将

循环经济推上商界、政界和学术界的重要议程。

三大系统性倡议：

●  循环食物倡议          ●  新塑料经济          ●  循环时尚倡议

项目的支持，促进芬兰经济繁荣，即主要开展对

种子前期和种子期项目的风险投资，为那些介于

早期科研投入与后期商业投资间的项目提供无偿

资助或贷款。除此之外，Sitra 还参与部分国家科

技战略的研究和制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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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日本对新材料的研发与传统材料的改进采取了并

进的策略，注重于已有材料的性能提高、合理利

用及回收再生，并在这些方面领先于世界。日本

在21世纪新材料发展规划中主要考虑环境、资源与

能源问题。把研究开发生产的具体材料是否有利

于资源与环境的有效利用，是否对环境有污染，

是否有利于再生利用等作为主要考核指标。

在能源环保方面，日本从根本上反思现代工业社

会的生产活动模式，积极寻求新的出路。明确提

出了“环境立国”战略、建立“循环型社会”的

发展新理念新战略。“新阳光计划”与建立“氢

社会”等社会发展理念都是新能源战略的细化的

体现。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政府开始了循环经

济的区域实践，从发展趋势看，日本环境产业中

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将是：绿色产品和绿色

技术、再利用与再使用产业、生物资源、节能和

可再生能源、排热利用、环境再生和面向循环型

社会的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事业、有害化学物质

分析与测定。经济政策的绿色化是推动日本环境

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例如，北九州市是日本著名的工业城市，通过

“生态工业园区规划”，北九州逐渐从灰色城市

转变成了绿色城市：1）产业体系以环境、再利用

产业为支柱，形成了资源共享、产品链延伸和副

产品互换的产业共生网络。2）集中开展家电、汽车、

塑料瓶等各种物品再利用项目，聚集很多产学联

合开展垃圾处理技术、再利用技术研究机构。3）

充分利用市内工业基础设施，互相合作，从地方

城市的角度出发，努力实现“环境联合企业”设

想，促进市内整个产业界的环保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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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德国是全球再生资源利用率最高的国家，其循环

经济起源于垃圾处理，然后逐渐向生产和消费领

域扩展和转变，因此，有人称德国的循环经济为

垃圾经济。

目前，在德国循环经济领域从业人数达到 25 万，

总产值达  500 亿欧元以上。德国的居民生活垃圾

和企业生产垃圾的利用率分别达到  57% 和 58%，

有些垃圾的回收率甚至更高，旧电池为 82%，旧

纸张约 80%， 为 93%，再生铝占铝总产量的 53%。

德国的资源循环利用一直处于欧洲的领先地位，

德国的废弃物处理法最早于 1972 年制定，但是当

时的主导思想仍停留于废弃物的末端处理。直到

1986 年，德国才将其修改为《废弃物限制及废弃

物处理法》，主导思想从“怎样处理废弃物”提高到“

怎样避免废弃物的产生”，将避免废弃物产生作为

废物管理的首要目标。

1991 年，德国首次按照“资源-产品-资源”的循环经

济理念，制定了《包装废弃物处理法》。1994 年 

7 月 8 日，德国新的《循环经济及废弃物法》由联

邦议院通过，它清楚而明确地规定了当事方各自

应承担的责任。它要求生产商、销售商以及个人

消费者，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废弃物的再生利用问

题。1991 年之后，德国包装废弃物的回收率迅速

提高，到 2000 年，其主要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率除

个别情况外，均已超过 70%。

国家



企业

达能旗下品牌 - 依云矿泉水从 25 年前，就在全球

建立了 25 个依云矿泉水保护协会（aka APIEME），

从那时起依云就开始和当地的社区合作建立资源

闭环系统。

依云在 APIEME 合作地区建立 Terragr'Eau 甲烷机

械装置，它可以将有机农业废料转化为当地农民

使用的天然肥料，同时产生的沼气以为 1200 名居

民供电。

22 sedex.com

循
环
经
济
实
践
参
考

依云在尼泊尔 Jagadishpur 水库社区建立了一个

水资源保护学校，帮助当地居民了解水资源的重

要性以及一些相关的知识。除此之外，依云还在

当地设立了水资源可持续管理计划，在社区建立

合作社，扶植当地的经济，从根本上解决了水资

源污染的风险。

会员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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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可持续性要求，这些要求决定了未来几十年

将使用何种类型的包装。从 2020 年开始，利乐在

所有开发项目中都实施了回收设计。这将帮助利

乐加深对设计决策如何影响回收价值链的认识，

从而做出更好的选择。

为确保回收工作与业务保持一致，2018 年，利乐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职能部门中成立了由 50 多名专

家组成的团队。他们的职责是开发回收价值链方

面的实践知识和经验 - 以便在未有相关立法的国

家中扩大包装收集与回收规模。

平均而言，利乐 70% 以上的包装材料由长而结实

的纸纤维制成，这些纤维可以多次回收利用。它

的饮料纸包装中的薄层聚合物（或塑料）可与其

他聚合物混合，并转化为屋顶瓦片、板条箱和纸

箱等产品。

从 2017 年开始，利乐不断在上海、南京和成都三

个主要城市与政府合作实施包装纸回收项目，支

持当地的收集合作伙伴优化其收集模式，将它们

复制到其他城市并向当地政府展示最佳实践。利

乐在全球的用于消费后回收包装的装置已经从 40个

增加到了 170 个，共回收了 510 亿个利乐包装。

京东物流携手宝洁、雀巢、惠氏、乐高、金佰利、

农夫山泉、联合利华、屈臣氏、伊利九大品牌商共

同发起了一项针对绿色供应链的联合行动 - “青流

计划”。根据该举措，预计到 2020 年，京东将减

少供应链中一次性包装纸箱使用量 100 亿个。

按照规划，从品牌商到电商企业的供货端，京东

物流将实现 80% 商品包装耗材的可回收、单位商

品包装重量减轻 25%；在用户端，京东物流 50% 

以上的塑料包装将使用生物降解材料、100% 物流

包装使用可再生或可回收材料、100% 物流包装印

刷采用环保印刷工艺。



塑料循环



一个没有塑料或合成有机聚合物的世界在今天看来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它们的大规模生产和使用要追

溯到 1950 年以后。尽管第一批合成塑料，如酚醛树脂，出现在 20 世纪初，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塑料才在军队之外得到广泛使用。随之而来的塑料产量快速增长是惊人的，它超过了大多数其他

人造材料。

截至 2015 年，全球共产生约 63 亿吨塑料垃圾，

其中仅有 9% 被回收利用，12% 被焚烧，79% 的塑

料垃圾被填埋或流散在自然环境中。塑料垃圾的

利用率是极低的。如果按照目前的塑料生产和废

物管理趋势继续下去，到 2050 年，大约将有120

亿吨塑料垃圾堆积在垃圾填埋场或自然环境中。

2019 年中国塑料制品产量 8184.2 万吨，比 2018 

年增加 2142.1 万吨，同比增 35.5%。

近年来中国废塑料回收行业蓬勃发展，2018 年中

国废塑料回收量为 1830 万吨，同比增长 8.09%。

2017 年中国废塑料回收量占塑料制品产量的 22.53%，

较 2016 年减少了 1.81%；2018 年中国废塑料回收

量占塑料制品产量的 30.29%，较  2017 年增加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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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禁废”时代开始，进口废塑料再生市

场几无流通，2018 年中国废塑料进口数量为 5.14 

万吨，同比减少 99.12%；2019 年中国废塑料进口

数量为 0.09 万吨，同比减少 98.26%。

回收利用 被焚烧 被填埋

9% 12% 79%

2017 年

2016 年

7560.8 万吨

7515.5 万吨

2018 年

6042.1 万吨

2019 年

8184.2 万吨

23.81 %

24.34 %

22.53 %

30.29 %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800 万吨

1878 万吨

1693 万吨

2015 年 2015 年 2015 年 2015 年

183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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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塑料的分布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包装行业、建筑行业和

纺织行业是每年产生塑料最多的三个行业。而从

废塑料的年产量来看，包装行业和纺织行业是废

塑料问题最严峻的行业。

2016 年有 1100 万吨塑料从陆地流入海洋，使得目

前海洋塑料总量达到 1.5 亿吨。在“一切照旧”

的情况下，到 2040 年，流入海洋的塑料量预计将

增加近两倍，达到每年 2900万吨。这相当于全世

界每米海岸线都有 50 公斤塑料。由于塑料在海洋

中可停留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且可能永远无

法生物降解，因此在未来 20 年里，海洋中塑料的

累积量可能会增加 4.5 亿吨 - 这将严重影响海洋

和人类的健康。

塑料的构成及碳足迹

塑料工业属于高分子工业，是石化工业的一环，

具有高度关联性，是多层次加工特性之产业。塑

料是以石油或天然气为原料，经提炼、裂解成各

种石化基本原料（单体）后，再经聚合反应（加

成聚合或缩合聚合）而得的高分子树脂。

各类塑料经过逐步加工衍生出各种下游制品，包

括橡胶、涂料、接着剂、人造纤维、合成树脂等。

每公斤塑料可以产生 6 公斤的二氧化碳。如果你

知道你的塑料袋的重量，把它乘以你每年使用的

塑料袋数量，你就可以计算出每年因为使用塑料

袋而排放的二氧化碳。一个普通的塑料购物袋约重 

5.5 克，因此每公斤塑料大约含有  180 个袋子。也就

是说，一个袋子可以产生大约  33 克二氧化碳排放。

以目前的形式，到 2030 年，塑料从摇篮到坟墓（也

就是从生产到焚烧）的温室气体排放将达到每年 13.4 

亿吨。到 2050 年，这一数值将上升到每年 28 亿吨。

如果再不加以控制，这将严重消耗全球剩余的碳

预算，从而威胁到《巴黎协定》中将全球气温上升

控制在  1.5  摄氏度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必须控制

在  420 - 570 亿吨的剩余碳预算内。到 2050 年，塑料生

命周期内累计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可能超过 560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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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的主要危害

人类发明塑料之后，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它会对地

球生态带来如此巨大的危害。大量的塑料被遗弃

在了大自然当中，为整个生态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塑料进入自然系统会造成自然系统的退化，对于

海洋危害尤为明显。每年，至少有 800 万吨塑料

进入海洋，相当于每分钟向海洋中倾倒一辆垃圾

车的塑料。塑料能在海洋中保持原状数百年，分

解成小颗粒后保持时间更久。塑料对海洋生态系

统每年至少造成 130 亿美元的损失，将会对渔业、

旅游业、和航运业造成严重影响，也将对人类生

计、健康、食物链和其他社会经济系统产生影响。

不仅如此，未被收集的塑料还会导致森林和水道

等自然系统退化，阻塞下水道和其他城市基础设

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温室气体排放。塑料生产消耗了世界石油产量的

6%，该生产过程以及塑料用后的处理过程会排放

数量惊人的温室气体。在进入塑料产业的化学原

料中，约有一半都消耗在生产阶段，与大量碳排

放相伴随。塑料制品本身储存了大量残余碳量，

焚化和能源回收也将导致碳排放，而填埋这回隔

绝原料中的碳。流散的塑料中的碳可能会在几百

年后排入大气中。随着塑料消耗的增长，温室气

体的排放量也会随之增长。到 2050 年，塑料产业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年度全球碳排放预算中将占

到 15%，远超现在的 1%。

塑料中添加剂的不确定性。塑料由聚合物和各类

复杂的添加剂混合而成，关于这些物质对人体和

环境的负面影响，人类早已关注，也有采取了一

些应对行动。但长期暴露在塑料中的其他物质下

会产生何种后果以及它们进入大气中会产生什么

后果，还有很多的未知和不确定性。据估算，每

年约有 22.5 万吨添加剂释放到海水中，同时任意

焚烧不加节制也会使塑料中的添加剂进入自然环

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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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亿吨

28 亿吨
560  亿吨

2030 年 20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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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主要类型

塑料制品回收标识，由美国塑料工业协会（Society 

of the Plastics Industry，现已更名为 Plastics 

Industry Association）于 1988 年制定。这套标识

将塑料材质辨识码打在容器或包装上，从 1 号到 7 

号，让民众无需费心去学习各类塑料材质的异同，

就可以简单地加入回收工作的行列。每个塑料容

器都有一个小小身份证 - 一个三角形的符号，一

般就在塑料容器的底部。三角形里边有 1～7 数字，

每个编号代表一种塑料容器，它们的制作材料不

同，使用上禁忌上也存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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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不耐热，加热时易变形
运用场景：矿泉水瓶、碳酸饮料瓶
回收难度：容易
循环利用：摇粒绒、纤维产

1 PETE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特性：耐腐蚀，耐酸碱，不耐热
运用场景：冷冻食品包装，
调味酱料包装，塑料袋
回收难度：难度高
循环利用：垃圾桶，垃圾袋，家具，
木塑复合地板

4 LDPE 低密度聚乙烯

特性：硬度高，耐热，不透明，耐腐蚀
运用场景：洗发水/沐浴露瓶，
塑料玩具，下水管道
回收难度：容易，但回收率低
循环利用：木塑复合地板、栅栏

2 HDPE 高密度聚乙烯

特性：硬度高，不耐热，含有毒素
运用场景：水管，雨衣，书包，建材，
塑料膜，塑料盒
回收难度：容易，但回收率极低，仅1%
循环利用：地板材料，裙板

3 PVC 聚氯乙烯

特性：耐高温，耐酸碱，硬度高

运用场景：酸奶盒，吸管，塑料瓶盖，

药品包装

回收难度：容易

循环利用：电池外壳，笔刷，衣架

5 PP 聚丙烯

特性：吸水性强，稳定性高

运用场景：餐盒，冷饮杯

回收难度：难度极高，在预热时会释

放致癌物质

循环利用：隔热材料，花盆，玩具

6 PS 聚苯乙烯

特性：各不相同

运用场景：玻璃纤维，苯乙烯，尼龙等等

回收难度：难度极高，由于参杂各种材料，

几乎不可回收

循环利用：木塑复合地板

7 Others 其他



废塑料处理方式

填埋：废旧塑料由于具有大分子结构，因此废弃

后长期不易分解腐烂，并且质量轻、体积大，暴

露在空气中可随风飞动或在水中漂浮。因此，人

们常利用丘陵凹地或自然凹陷坑池建设填埋场，

对其进行卫生填埋。卫生填埋法具有建设投资少、

运行费用低等特点，长期以来都是世界各国大量

采用的废旧塑料的处理方法。但填埋处理存在着

严重的缺点：塑料废弃物由于密度小、体积大，

因此占用空间面积较大，增加了土地资源的负担。

焚烧：焚烧回收热能是废旧塑料处理的另一主要

方法。将废旧塑料进行焚烧的处理方法具有处理

数量大、成本低、效率高等优点，与直接填埋相

比，焚烧处理对废旧塑料进行了有效的利用，已

经变废为宝。但焚烧处理同样存在诸多缺点：随

着塑料品种、焚烧条件的变化，废旧塑料在焚烧

过程中会产生多环芳香烃化合物、一氧化碳等有

害物质，例如 PVC 会产生 HCL，聚丙烯腈会产生 

HCN，等，这些物质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在废旧

塑料中还含有镉、铅等重金属化合物，在焚烧过

程中，这些重金属化合物会随烟尘、焚烧残渣一

起排放，同样污染环境。

循环利用：由于耗费人工，回收成本高，且缺乏

相应的回收渠道，目前世界回收再用仅占全部塑

料消费量的 15% 左右。但因世界石油资源有限，

从节约地球资源的角度考虑，塑料的回收再用具

有重大的意义。为此，目前世界各国都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开发各种废旧塑料回收利用的关键

技术，致力于降低塑料回收再用的成本的开发其

合适的应用领域。

1)  物理回收再生

物理回收再生是现在积极提倡并推广的一种方

法，是变废为宝，节能环保的有效手段。但目

前主要受困于回收分拣环节，回收收益小，分

拣难度大、成本高。人们对环保意识还不是很

高，做不到垃圾有效分类。

2)  化学还原法

此种方法是将聚合物的长链切断，恢复其原有

的性质，裂解出的原料可用来制作新的塑料。

有些方法是通过加入化学元素促使相结合的碳

原子化学裂解，或是加入能源促成其热裂解。

部分材料已实现此种方法回收，但大部分材料

还在实验中。

3)  氢化析解法

采用这种方法处理混合塑料物品，根据不同的

塑料成分，可将其中的 60%-80% 的成分炼成

合成原油。德国巴斯夫等三家化学公司在共同

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氢化作用为热裂解法的最

优良方式，析解出的合成原油品质量好，可用

来炼油。这种处理方法处理含卤废塑料，还不

会产生有毒的二恶英与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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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的城市固体废弃物中，塑料的比例已达到 15%-20%，而其中大部分是一次性塑料包装制品。废塑料的

处理已不仅是塑料工业的问题，现已成为公害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我国废旧塑料现有的主要处理方式：



塑料循环的优势

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如果不对目前的

情况加以改善，塑料垃圾对地球造成的负担将在

未来 20 年、40 年内呈现倍数增长，人类将为此付

出沉重的代价。然而由于塑料的性能多样、用途

广泛，禁止使用所有塑料产品是不可行的。因此，

各国政府对塑料产品的政策以“限塑”为主，以替代

性强且日常消耗量大的塑料制品为主，如棉签、

吸管、塑料袋……

对于已经产生的废塑料，近几年各国政府和企业

都在积极探索消费后的回收和循环利用。一方面，

这可以减少废塑料流入自然系统中；另一方面，

它产生的经济和能源价值也想当可观。

保留材料价值。以塑料包装举例，塑料包装使用

一次后，其剩余的材料价值仅有 5%，如果对使用

后的塑料产品再设计和聚合，培育二级市场，创

新技术和材料，则有望能够抓住大部分市场价值。

减少塑料的负面外部效应。通过循环使用塑料，

可以减少废塑料的产生，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

放。

降低商业风险。塑料的外部负面效应对企业产生

的影响不可估量，比如征收碳排放税或者法律明

令禁止使用某种塑料产品，就会对相关企业产生

直接的经济损失。

缓冲原料价格波动的影响。以化石原料制造塑料，

供应成本不可预测，造成潜在风险。要规避这一

风险，企业可以利用多元化可回收和可再生原料

进行替代。当然这些原料也受到市场价格的波动，

但原料多元化可以分散风险。

法律法规

2009 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环保整治力度逐渐增大，围绕着“环保”“标准”方面的法规政策逐渐

完善。塑料相关的政策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以下是有关塑料的重要法规政策和关键节点。

 2009 年 1 月 1 日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主席令第 4 号）

2012 年 7 月 1 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 修订) （主席令第 54 号）

2015 年 5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2016 年 6 月 24 日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

2016 年 12 月 19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 商务部发布《关于加快我国包装产业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联消费 [2016] 397 号）

2017 年陆续发布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无废城市试点工作方案》、《废塑料进口禁令》

2018 年 10 月 26 日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8 修订)

2019 年 2 月 21 日海南省印发《海南省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实施方案》

（琼办发〔2019〕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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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v.cn/flfg/2008-08/29/content_1084355.htm
http://www.mee.gov.cn/ywgz/fgbz/fl/201904/t20190428_701287.s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5-05/05/content_2857363.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6-12/05/content_5143464.htm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h/redht/201612/20161202273150.s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5/1222/c40531-27958738.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1/21/content_5359620.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7/content_5213738.htm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fl/201811/t20181114_673623.shtml
http://www.hainan.gov.cn/hainan/swygwj/201902/839b212841524e14aa9b0548873d21f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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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1 日上海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进行垃圾分类管理。

2020 年 1 月 19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

（发改环资〔2020〕80 号）

2020 年 3 月 17 日 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法规政策体系的意见》

（发改环资〔2020〕79 号）

2020 启动《固体废弃物污染物环境防治法》修订

同时多地颁布减塑相关政策，如海南、上海、广州、浙江等等。

中国塑料治理的主要目标非常明确，即：

到 2020 年，率先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到 2022 年，一次性塑料制品消费量明显减少，替代产品得到推广，塑料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用比例大幅提

升；在塑料污染问题突出领域和电商、快递、外卖等新兴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塑料减量和绿色物

流模式。到 2025 年，塑料制品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多元共治体系基本

形成，替代产品开发应用水平进一步提升，重点城市塑料垃圾填埋量大幅降低，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市场驱动力

全球再生塑料市场规模预计将从 2020 年的 142 亿

美元增长到 2025 年的 188 亿美元，2020 年至

2025 年的增长率为 5.7%。亚太地区预计将在 

2020 年至 2025 年在价值和数量上引领再生塑料

市场。亚太地区不断增长的人口、GDP 和可支配

收入导致了更多塑料固废的产生，这反过来又为

该地区的塑料回收创造了机会。

再生塑料市场潜力巨大，它背后的市场驱动力：

●  日益增长的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消费者

的消费观念正发生变化，开始关注可以证明对

环境友善的消费品，“循环经济”和“零废弃”的

概念正在全球流行；可持续发展和循环利用被

融入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获得了各国

政府的积极推动；

●  废塑料回收率的提高：随着人口和消费需求的增

加，塑料产品的生产规模逐年递增，这就导致每

年产生更多的废塑料；当然，政府也在积极应对

废塑料的产生，设置更多的设施和法规来推动废

塑料的回收，随着废塑料回收率的提高，与之相

关的回收和循环企业获得更多的废塑料资源，也

使企业的回收成本下降；

●  市场对再生塑料需求的增长：越来越多的行业对

再生塑料需求的增加，例如：汽车、医药、快消、

家具……

●  监管的加强以及政府的支持：许多国家的政府支

持建立公共回收设施以及对从事回收和循环的环

保企业进行财税补贴或项目支持；生产责任延伸

制将生产者的责任延伸到产品整个生命周期，提

出了更严厉的监管要求；

http://wenda.bendibao.com/life/2019725/42648.shtm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1/t20200119_1219275.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3/19/content_5493065.htm


挑战

塑料循环就是将消费后废弃的塑料制品还原成它

原来的基本树脂，然后再加工成有用的产品。塑

料循环最终将减少原生塑料的投入，从而减少塑

料生产、石油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还可以减少

塑料废弃物的产生和废弃物逸出到环境中的风险。

因此，塑料循环利用是目前最为可行的减少塑料

废弃物的重要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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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循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它的成功与否，

是由垃圾分类收集体系、回收渠道和规模、消费

者意识和参与、市场需求等因素所决定的。再生

塑料自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出现了，但再生塑

料的数量因地理位置、塑料类型和用途而异塑料

循环的主要挑战，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 非支持性税收高，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

一些限塑的规定，但支持性的政策还没

有跟上，这阻碍了大型企业 进入塑料循

环领域（无利可图）；

2. 塑料使用成本低，使用后不需要支付

回收和处理费用；而塑料回收和再利用

的成本很高；

3. 消费者已经习惯使用塑料产品，还没

有一种新材料可以完全替代塑料的性能

和低价；

4.  技术因素，我国塑料回收设计几乎空

白，2019 年开始才逐渐起步，远落后美

国和欧洲；

5.  市政设施不足，公共场所的垃圾回收

设备不足，以及由于塑料种类的多样性，

回收难度极高；
6.  没有强制的政策规定使用再生塑料；

7.  对塑料污染原因的认知混乱，导致了

措施的混乱；

8.  塑料回收责任的界定难，比如外卖行

业和快递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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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未来对塑料产品的政策重点在于“限塑”，

而非“禁塑”，对从事相关事业的环保企业

出台更多的财税 补贴政策；

●  品牌成为塑料循环利用的主要推动者，同时，

联动更多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

●  塑料垃圾的回收和分类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  越来越多的生物新型材料将被用于替代塑料；

●  塑料包装的重复使用率将大幅提高；

●  企业对减塑或无塑的承诺、目标、计划以及

进展将更加透明；

●  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变得更加环保，对再生塑

料的消费需求将持续增长；

●  3R 原则（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将贯

穿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设计、生产、

使用后，也将贯彻到供应链的各个环节。



协会/联盟

简介：

专委会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工作

宗旨，特别关注在绿色低碳和资源循环利用方面

的消费端场景，发挥政策引领、企业资源和公众

力量之间的桥梁作用，探索创新回收再生解决方

案和构建循环经济数字化互联平台。

服务内容：

●  从产品端，建立和制定相关循环再生低碳产品的

标准、认证和方法学等指标体系；

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

Committee of Green, Circular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All-China Environment 

Federation（CGCI）

政府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废塑料加工利用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公告 2012 年 第 55 号）

《禁止、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塑料制品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固体废弃物进口管理办法》

主要利益相关方 塑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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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废塑料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

《废塑料归纳运用作业标准条件》

●  在模式上，依托绿普惠互联技术和平台，建立再

生产品可追溯数字化平台，并用碳减排量作为基

础，为消费企业减排减塑助力，推动再生行业的

发展和科技创新；
●  激励个人消费者的绿色行为研究；
●  运用循环经济模式，进行地方城市和行业示范

项目推广；
●  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开展政策对话和相关传播

教育等公众倡导；
●  参与国际合作，扩大中国资源再生企业全球

影响力。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g/201209/t20120904_235679.htm
https://hd.ndrc.gov.cn/yjzx/yjzx_add.jsp?SiteId=332
http://www.gov.cn/flfg/2011-06/30/content_1896680.htm


简介：

成立于 1993 年，注册地在北京，是经过中国民政

部核准登记注册的国家级社团法人行业组织，隶

属国务院国资委。

成员类型：

由全国再生资源回收再生利用的专业性公司（集

团）、工矿企业、废料贸易公司等加工者和贸易

商组成，并且包含科研、院校、社会团体和个体

等成员，现有 1200 多个会员单位。

中国物质再生协会

Plastic Recycling Association of CRRA，C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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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

●  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制定行业准入和环保标

     准、回收体系建设、行业发展规划、行业管理条

     例等法规政策；
●  为再生塑料行业构建国际国内科研、生产、加工、

     融资、运输、销售、贸易纠纷调解、法律服务、

     认证监督等沟通和交流平台；
●  为再生塑料行业的发展壮大提供全方位服务。

资金来源：

会员费、咨询服务费、企业服务……

简介：

成立于 1989 年，是中国塑料加工业的行业组织，

由从事塑料加工及其相关产业生产、经营的企业、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单

位及个人自愿组成的全国性、非营利性、具法人

地位的社会团体组织。中国塑协是在民政部注册

登记的一级社团法人单位，在业务上接受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指

导和监督管理。

成员类型：

协会拥有会员近 5000 家，从事塑料加工及其相关

产业生产、经营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

CHINA PLASTICS PROCESSING INDUSTRY

 ASSOCIATION，CPPIA

服务内容：

●  反映行业愿望，研究行业发展方向，编制行业发

展规划，协调行业内外关系；
●  代表会员权益，向政府反映行业的意见和要求；
●  组织技术交流和培训，参与质量管理监督，承担

技术咨询；
●  实行行业指导，促进产业发展，维护产业安全。

资金来源：

会员费、企业和政府咨询、活动会议……



简介：

成立于 2016 年底，在国家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位

于北京。是以中国工程塑料工业协会为主体，与

中国化工供销协会合并重组后成立的新协会。

中国合成树脂供销协会根据行业划分下设不同专

业分会，包括：聚烯烃分会、环氧树脂分会、酚

醛树脂分会、不饱和树脂分会、聚碳酸酯分会、

塑料循环利用分会、加工与应用分会、聚酰胺分

会、ABS 分会、树脂改性与合金分会、热成型分

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

成员类型：

中国合成树脂协会主要由从事聚烯烃、热固性树

脂、功能性树脂、工程塑料、树脂改性与应用、

塑料添加剂等相关的生产、科研、加工、贸易等

中国合成树脂供销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

CPRRA

企事业单位共同组成，现有会员 280 多家，代表

中国 300 万吨废塑料处理能力。

服务内容：

●  产业调查研究
●  标准制订
●  信息服务
●  咨询服务与项目论证
●  贸易争端调查与协调
●  专业培训
●  国际交流
●  会展服务

资金来源：

会员费、企业和政府咨询、培训费用……

简介:

北京资源强制回收环保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成立于 2013 年 12 月，是由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国

家发展改革委中国经济导报社、中国环境科学研

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作为主发起单位。

成员类型：

现有成员单位 300 余家，涵盖我国再生资源行业

全产业链企事业单位

资源强制回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ATCRR

服务内容：

●  配合国家政府相关监管部门，参与各项政策的起

    草及修订工作；
●  受国家相关部委委托，组织联盟专家委员会专家

    开展行业调研；
●  建产学研合作平台；
●  为政府主管部门提供政策支撑。

资金来源：

会员费、政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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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成立于  2019  年，通过促进多边政府，协会和公司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亚洲地区的塑料资源回收，

并为建设回收型社会做出了贡献。所在地：日本。

服务内容：

●  定期组织展会及论坛活动，将最新最准确的行业

信息提供给大家；

亚洲塑料资源循环促进协会

Asian Plastic Resource Recycling Promotion Association，APRP

简介：

PRE 是一个代表欧洲塑料回收商的行业组织，它

倡导使用优质的可回收塑料产品，并为新开发的

可回收产品和材料提供建议。

成员类型：

超过 140 家塑料资源回收商

服务内容：

●  提供及时的欧盟相关政策更新；
●  提供专业的知识；
●  促进利益相关方的合作；
●  举办活动和研讨会……

Plastics Recyclers Europe (PRE)

简介：

EPRO 是一个泛欧洲合作伙伴关系的专业组织，

致力于为塑料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开发和提供高

效的解决方案。

服务内容：

●  交流和发布信息和经验；
●  根据欧盟关于废物和回收的主题战略，制定预

    防和回收塑料包装废物的改进战略；
●  支持旨在提高全欧洲塑料回收效率和成本效益

    的技术项目；
●  评估新技术，并在科学的基础上提高废旧塑料

    的质量和价值。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Plastics Recycling 

and Recovery Orga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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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组织技能及法律法规培训，帮企业解决劳务，

法务，税务，海关等运营中遇到的问题；
●  与各国政府机关及行业协会，大型企业保持沟通

交流，帮助会员企业争取更多利益；
●  为行业标准及政策的建立与落实提供帮助。



简介：

Impact Hub 于 2005 年在伦敦成立，是全球最大

的关注社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创变平台之一，

在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城市拥有 100 多个 HUB，为

全球超过 20000 名的创变者提供社群连结、创新空

间以及创业支持。

影响力工场（Impact Hub上海）是中国内地第一家 

Impact Hub，也是首家专注影响力创新、创业孵

化及影响力投资的社群平台。与关注可持续发展

的企业、政府和公益伙伴一起，通过营造共创空

间，连结创变社群和提供创业孵化服务，支持创业

者开启美好商业，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新业态。

核心项目：

●  SDGs 影响力加速计划，通过联合跨界合作伙伴，

搭建天使投资+产业资源+深度陪伴的创新孵化模

式，支持早期影响力创业者应对创业初期所面

临资金、模式以及团队的挑战；
●  会员计划，提供与企业对话、参加峰会论坛以

及对渠道深度对接的服务。

Impact Hub

简介：

NAPRA 加强许多行业协会之间的合作，努力推

动塑料产品的回收。通过合作，NAPRA 寻求建

立各组织之间的关系，这将有助于加速和扩大每

个协会所做的有价值的工作。NAPRA 的成员还将

努力确定共同的问题和机会，并利用他们的专长

和资源拓展机会。

The North American Plastics Recycling 

Alliance，NAPRA

简介：

塑料回收协会是一个代表塑料回收行业的国际贸

易协会，APR 会员遍及整个行业。

服务内容：

●  为可回收包装设计方案；
●  提高进入系统的消费后塑料的质量；
●  培养终端用户市场；
●  推动新包装的合作测试计划；
●  通过指导方针和程序鼓励可回收性的设计；
●  利用奖励来表彰符合循环利用的包装设计，并表

彰由可回收塑料制成的产品 APR PCR 认证：该

认证表明产品使用的是合法的消费后树脂（也就是

再生塑料）。

The Association of Plastic Recyclers，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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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塑料废弃物联盟

ALLIANCE TO END PLASTIC WASTE会

简介：

终止塑料废弃物联盟（AEPW）于  2019 年 1 月成立，

其目标是从全生命周期对塑料产业链进行评估，

从而实现保护环境以及探索提升塑料废弃物的价

值。它是一个全球非营利性组织，与世界各地的

政府、环境和经济发展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结成伙

伴关系，以应对在环境中的塑料废弃物挑战。通

过项目和伙伴关系，我们专注于四个核心领域的

解决方案：基础设施、创新、教育和清理环境中

的塑料废弃物。

“终止塑料垃圾联盟”的成员企业已作出承诺，

将在未来五年内投入  15  亿美元（约合  103  亿人民币），

用于开发塑料污染治理的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地

减少塑料垃圾，并促进废弃塑料的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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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PW会员

该联盟的重点关注领域包括与塑料循环经济相关

的基础设施、技术创新、教育、社会推广，以及

塑料垃圾的清理等。

成员类型：

截至 2020 年 5 月，联盟拥有 47 家成员公司，代

表遍布美洲、欧洲、亚洲、东南亚、非洲和中东

的跨国企业。其总部设在新加坡。

核心项目：

●  在南亚和东南亚东南亚收集废塑料；
●  在社区建立废弃物管理系统，创造就业机会；
●  支持创新设计……



详细信息参见第 18 页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简介：

是由 38 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

织，旨在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

理等方面的挑战，并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成立于 

1961 年，目前成员国总数 38 个，总部设在巴黎。

主要内容：

●  循环塑料市场相关分析和预测报告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国际组织 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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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参见第 16 页

PACE(Platform for Accelerating

the Circular Economy)

详细信息参见第 20 页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基金会

简介：

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之一，自 1961 

年成立以来，WWF 一直致力于环保事业，在全

世界拥有超过 500 万支持者和超过 100 个国家参

与的项目网络。

资金来源：

●  个人捐款
●  企业捐款

塑料项目：

●  通过 WWF 的 Plastic activation hub，帮助一

    些世界领先的公司将塑料承诺转化为可衡量的改

    变，不仅包括他们的业务运作，还包括他们的

    供应链。WWF 正在与印尼、秘鲁等地的合作

    伙伴开展实地工作，阻止塑料进入当地的生态

    系统。WWF 支持大大小小的社区和渔民，

    改善渔具的使用和回收，使弃网等问题不再是对海

    洋生物的最大威胁之一。

WWF

World Wildlife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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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塑自然是 2019 年 6 月 6 日结合世界环境日与

世界海洋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联手十

四家行业协会和民间组织，共同成立“中国净 

塑行动网络”。通过“净塑自然”行动网络的

科学探讨和公众倡导等积极影响，WWF希望让

更多人看到中国解决塑料污染和资源化循环利

用的路线图和希望，让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广

泛参与到净塑自然行动中。



非政府组织 / 公益组织

简介：

绿色和平是一个全球性的环保组织。它的国际总

部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并在全球超过五十几个

国家和地区设有分部。这些地区分部根据全球各

项目工作的计划纲要，在各地区发展与当地需要

相符的项目，及筹款工作支持项目发展。

核心项目：

保护亚马逊雨林、保护南海、环境污染、自然资

源破坏、保护海洋、停止塑料污染、气候正义、

绿色和平

Greenpeace

全球火灾、无塑未来、素食主义、食物沟通、拒

绝时尚……

资金来源：

个人捐款（中国地区不募集资金）

项目运作：

由项目专员自行申报选题，申请经费，以项目报

告、调查的方式呈现，通常与政府机构和院校合

作比较多，与企业合作比较少。

简介：

一家致力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公益组织，国际合作

组织 PLAST POLL 成员，中国珊瑚保护联盟成员。

组织成立三年来，亿角鲸通过视频、展览、演讲、

实验、互动工作坊的等多种形式，将关于海洋的

科学知识和环保理念传达给公众；开展了海滩清

理计划、水体微塑料采样分析、珊瑚普查和保育、

海洋浮游生物拍摄记录等一系列活动与工作，并

参与了中国首次民间南极科考项目。

上海亿角鲸海洋研究中心

Narwhal Ocean Research Center

资金来源：

●  社会募集
●  政府资助
●  企业资助

项目形式：

●  参与政府对海洋微塑料的研究计划，帮助拍摄和

收集数据；
●  回收废旧渔网，制成循环塑料产品，将产品出售

给相关企业；
●  组织和参加一些低碳环保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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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注于海洋垃圾议题的公益机构，2007 年成立，

2013 年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活动以垃圾

清理、监测与研究为主，以环保教育和网络搭建

为辅，广泛参与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中长期目

标为海洋垃圾领域最专业的公益机构。

资金来源：

●  企业捐赠
●  基金会捐赠
●  社会公众捐赠
●  提供劳动收入

仁渡海洋

高校

同济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清华大学

四川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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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形式：

●  科研监测平台
●  项目合作平台
●  环境教育
●  净滩行动
●  组织和参加一些低碳环保的公益项目……



塑料循环实践参考



国家

日本

相比于欧洲，日本在避免垃圾产生的环节已经很成功。日本政府自 1980 年以来建立了非常严格的垃圾分类制

度。截至目前，其垃圾回收工作位居世界第一，人均年处理垃圾 410 公斤，是世界上人均垃圾量最少的国家。每

年 12 月，日本的环保局都会给每个家庭送一份特别的“礼物”，以卡通的形式展示生活垃圾的具体种类，并

用黄色和绿色标出不同垃圾丢弃的时间，这也是每个孩子的必修课。然而，它在塑料回收市场上仍然面临着塑

料末端处理的挑战。为此，日本政府利用居民自身回收工作的强大优势，联合日本最大的零售连锁店集团 

AEON Group，通过补贴制度向居民收集塑料制品。AEON Group 通过对塑料垃圾进行二次加工，制作成政府

所需的“公共商品”。例如为东京奥运会制作的约 100 套领奖台（需要 45 吨塑料），每个领奖台都将包含

在日本收集的“消费后回收”的塑料材料。这项努力提高了人们对消除浪费和促进塑料回收的认识，并且每个

回收的塑料可平均节约 75 克二氧化碳。如果东京奥运会共回收了 150 万个塑料制品，那么它节约的能量可

为一个家庭供能 112 年。

欧盟

欧盟为实现循环经济的主要手段包括严格的立法和精细的政策目标。自 2015 年通过‘APCE (Action Plan 

for Circular Economy )’以来，它似乎正朝着实现无塑料环境快速迈进。到 2018 年颁布的‘European 

Strategy for Plastics in a Circular Economy’中就更加详细地确定了减少塑料废物的一系列行动。巴塞罗

那理工大学曾针对欧洲塑料问题提出一种‘CandyInnovation Model’的商业模式，将塑料治理过程分

为四个阶段：挑战（Challenges）、想法（Ideas）、原型设计（Prototyping）和可扩展性（Scalability）。

该模式首先确立了塑料治理面临的不同挑战，比如旅游业带来的塑料垃圾或海洋内漂浮的微塑料。第二步通过

开展与各个组织的合作寻求解决办法。其中针对海洋微塑料问题，欧盟发起的一个名为 MareFrame 的项目，

包括 28 个合作伙伴、14 个国家和 3 个大洲。它将用户、塑料回收企业、渔业、环保组织和科学家放在一起讨

论治理海洋塑料的问题，目前已经在渔业和养殖业的工具上实施了零塑料制品的措施。第三步主要集中在设计

和制定塑料治理政策。比如批准从 2021 年起将禁止生产和销售一次性餐具、棉签、吸管等一次性塑料制品，

这些用品将由纸、秸秆或可重复使用的硬塑料替代；到 2025 年，要求成员国的一次性塑料瓶回收率达到 90%，

市场上的新产品中至少有 1000 万的再生塑料；2030 年所有塑料包装都将可重复使用或者被可回收利用。政

策还详细地制定了瑞士、荷兰、德国、波兰等国家的塑料垃圾收费制度，都试图从源头上控制塑料垃圾的产生

和提高重复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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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2018 年 12 月，雀巢宣布成立包装科学研究所，以

评估和开发各种可持续包装材料，并与工业伙伴

合作开发新的包装材料和解决方案。从 2020 年到

2025 年，雀巢将在全球范围内对所有产品的不可

循环利用或难以循环利用的塑料包材进行逐步淘

汰。当前雀巢正在全球产品组合中推出替代包装

材料，并与顶尖包装专业机构建立伙伴关系。

自 2019 年 2 月，雀巢将开始在其产品中废除所有

塑料吸管，使用纸等替代材料以及创新设计来减

少乱扔垃圾现象。雀巢饮用水将在截至 2025 年前

将瓶子中的再生 PET 含量提高，全球目标是占比

达到 35%，美国市场的目标是 50%，其中重点关

注的雀巢标志性品牌波兰山泉。此外，雀巢饮用

水还将在截至 2025 年前将其欧洲品牌 Acqua 

Panna，Buxton，Henniez  和 Levissima  的

再生 PET 含量提高至 50%。

成功的循环利用需要有足够的基础设施，但目前情况

并不总能满足。除了其他替代品之外，雀巢包装科学

研究所正在探索新的纸质材料和可生物降解/可堆肥

的聚合物，这些材料也是可循环利用材料。在循环利

用基础设施尚不存在或未来一段时间很难建起的

地方，这些材料可能会成为不错的选择。

雀巢还与外部伙伴开展合作。雀巢已经与 Danimer 

Scientific 建立了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为其饮用水

业务开发一种海洋可生物降解和可再生瓶子。

此外，雀巢还开始与 PureCycle Technologies 合

作生产食品级再生聚丙烯（PP）。PureCycle 

Technologies 正在将突破性的再生技术商业化，

这些技术可以去除塑料废物原料的颜色、气味和

污染物，进而将其转化为原始状态的树脂。

联合利华中国与阿里巴巴携手推出“清塑行动”，

助力创建塑料循环供应链，打造无废世界。“清塑

行动”是一项塑料智能回收循环利用项目。它由

联合利华提供设备和回收链路搭建，阿里巴巴则

为设备提供了最新的 AI 识别技术，以及支付宝城

市生活合作公共点位和社区、天猫校园店、天猫

小店等多种线下部署场景。并通过阿里巴巴商业

操作系统实现跨业务多场景的消费者运营，通过

蚂蚁森林能量激励和品牌激励让更多消费者认知

和参与，共同打造塑料回收再利用循环供应链，

从而加速“减塑”进程，推动产业相关可持续发展。



青山计划由美团外卖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发起。

3 年来，青山计划联动合作伙伴建立了 350 个外

卖餐盒回收与循环再生试点，汇聚 24 万公益商家，

在云南等地扶持  2800 亩生态扶贫种植林。同

时到 2025 年，目标建设绿色包装供应链，为平台

全量商家提供外卖包装可回收、可降解或可重复

使用解决方案；联动产业上下游在全国 20 个以上

省份建立常态化餐盒回收体系；促进 1 亿用户践行

无需餐具等可持续消费行为。

美团外卖从外卖垃圾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进行

干预，在源头减量、包装升级、回收分类与循环

利用等多个环节不断开发新型解决方案，并尝试

与政府、NGO、包装企业、商家、学校、科研机

构等全产业链内各个相关方，协作推进科学闭环

的构建。 

除了联合摩拜单车打造的外卖餐盒再生挡泥板外，

还携手喜茶、广东丽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上

海乐设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外卖餐盒回收循

环应用系列产品，包括含有 0.5 个喜茶杯的手机壳、

含有 0.33 个喜茶杯的环保袋以及含有 1.1 个喜茶杯

的行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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