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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矿产及其与潜在绿色循

环经济的融合

要点

•	城镇化、工业化以及生活水平

提高仍然是导致资源消耗和土

地使用过度增长的原因之一，

并因此产生了更多的废弃物和

碳排放。

•	城市矿产可以通过回收废弃材

料等方式，让各种可再利用的

零部件和稀缺资源重新进入价

值循环。这事关重大，应当

主流化。为减少资源和土地消

耗，推广低碳生活方式，迫切

需要向新模式转型。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目

标是建立绿色循环经济，这种

经济将充分考虑物质世界中一

切事物的资源开采、加工、

生产、包装、物流、销售、使

用、共享、再利用、再循环等

环节，将当前外部化的环境和

社会成本内部化，以实现废弃

产品和材料的回收利用，并最

终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设计。

斯蒂芬 • 劳（Stefan Rau）1

东亚局高级城市发展专家

亚洲开发银行

过去40年来，伴随着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快速城镇化、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导致土地被大量消耗、自然资源被大量开采。新的城市土地上建筑林

立，资源被加工成消耗品，而许多消耗品在被使用后，最终被处置或废弃。固体废弃物

（固废）管理的重点仍然是按照国家规定有效、高效地控制废物量，将对环境的影响降

到最低。目前，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reduce-reuse-recycle，3R原则）虽已

得到广泛认可，但在实际操作中，远未发挥出其潜力。所收集的大部分固废不是被丢弃

在垃圾填埋场，就是在城市垃圾焚烧厂进行处理。随着自然资源和土地日益稀缺，人们

发现，城市废弃物、城市代谢产生的其他副产品、废弃的土地和建筑均可用于适应性再

利用，或者作为其他产品和工艺的珍贵资源。此类资源的回收被称为城市矿产，而土地

的回收则称为棕地再开发。

本期亚行简报从更广泛的角度介绍城市矿产的背景和案例，探索哪些途径有助于中国成

为固废和资源综合管理领域的领导者，并认为城市矿产最终将成为绿色“零废弃”循环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感谢Juliana Chia在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实习期间共同研究和探讨。阿伦	•	拉马穆尔蒂（Arun 
Ramamurthy）和张素清为研究和概念讨论做出了贡献。作为同行评审员，卢卡	•	迪马里奥
（Luca di Mario）为简报提供了宝贵意见。感谢萩原景子和索菲娅	•	卡斯蒂略-普拉萨（Sophia 
Castillo-Plaza）参与简报的评审和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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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定义、概念和未来战略

中国正在致力于各种形式的城市矿产。最近，中国甚至从其他国家

进口电气、电子和塑料废弃物，用于开采、循环和加工。鉴于资源

短缺和气候变化，中国迫切需要系统地将城市矿产主流化，并将其

转化为绿色循环经济的一部分，促进生态文明的发展。“从摇篮到

摇篮”的材料和产品生命周期等概念的应用应成为主流，并最终通

过社会及环境外部性的内化来重新评价物质世界。从产品周期的上

游——产品设计开始，在地方城市集群、城镇和城乡循环经济中，

资源和产品的完整生命周期应包括共享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资源及概

念。绿色“零废弃”循环经济需要嵌入所有这些元素。

将自然资源使用与城市及经济增长脱钩

可持续、低碳和气候适应型发展所面临的关键挑战是目前持续城

镇化和改善民生福祉与资源需求及消耗增加之间的关联。中国亟

需将城市矿产、基于3R原则的固废管理以及绿色循环经济作为

应对这一挑战的整体战略。通过提出资源脱钩和影响脱钩两个概

念，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强调了自然资源使用与经济增长

脱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资源脱离通过减少单位经济活动的初级

资源使用来提高资源利用率。换言之，即提高投入产出比，用更

少的材料、水、能源和土地消耗获取同样的经济产出。这一点非

常重要，尤其是在资源稀缺的时候。影响脱钩指的是在增加经济

产出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在环境影响最

小化的同时，提高资源在其生命周期内的利用效率和效果（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2011年）。

城市矿产及其与3R原则的关系 
虽然自然资源日益稀缺，但在城市中，许多蕴藏着未开发资源的废

弃材料和产品却常常被当作垃圾。不同于原生矿开采，城市采矿指

的是把废弃产品、零部件、材料、再生原材料、城市代谢产生的物

质作为产品或资源，对其进行回收再用的过程。

因此，城市矿产与固废综合管理战略不但密切相关，而且要相互结

合，这一点在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有待完善。3R概念在中国广

为人知，其目标是减少废物的产生，无需经过大量加工即可重新使

用产品和材料，并循环利用零部件和元素。2 城市采矿与循环利用

密切相关，如果起初并没有考虑循环问题，废物已经被丢弃，那么

这就是一种循环后策略。城市矿产可以从二次采矿、填埋场采矿和

危险废物沉积物中回收资源。它包括休眠采矿、耗散采矿和在用采

矿（Park等，2017年）。

城市矿产综合战略的关键在于融入高级循环和固废综合管理。这将

需要对废物的种类及其生物、化学和技术内容进行描述和区分，建

立专门的回收流程（亚行，2017年）。分类对于有效管理至关重

要，如将废物分为工业废物、生活垃圾、厨余和有机废物、建筑废

物、电子电气废物以及医疗垃圾。通过废物分类和专门的流程，对

产品、零部件和材料进行回收。例如，从电子废物中可以回收钢、

铜、银、金及其他稀土元素和塑料。从建筑拆迁废物（建筑废物）

中可以回收门窗、楼梯、立面构件、砖块、混凝土构件、钢梁、铝

材、木材、玻璃、保温材料和其他材料。从汽车废物中可以回收金

属、电缆、玻璃、橡胶及其他材料。然而，并非所有类型的材料都

易于回收，特别是生产能耗大的产品和材料，此时就应考虑循环

和城市矿产，但前提是产品本体、组件和零部件已损坏且无法维

修、不能再利用。再用和循环可以节约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这正是中国“十三五”规划

（2016—2020年）的目标之一。3

城市矿产及相关概念的实践和机遇 

中国的城市矿产及城市群内的协调发展 
多年来，中国的废物循环和城市矿产蓬勃发展，特别是在电子和塑

料废物领域，最近中国甚至会从国外进口废物。

2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将循环利用定义为“收集和处置原本会作为垃圾被丢弃的材料，并将其转化为新产品的过程”。请参见美国环境保护署。循环利用

基础知识。https://www.epa.gov/recycle/ recycling-basics。
3 例如，循环利用一个玻璃瓶节省下的能源可为计算机供电25分钟。请参阅《循环利用指南》（Recycling Guide）。关于循环利用的事实和数据。
 http://www.recycling-guide.org.uk/fac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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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智能手机要用到大约70种元素，其中包括8～17种稀土金

属。从100万部废弃的智能手机中，可以回收16吨铜、350千克

银、35千克金和15千克钯。计算机、复印机、显示器、甚至家用

电器和其他设备等其他电子废物也含有铑、铜、锂等金属，以及

约20种可通过城市采矿和循环利用来提取的金属。如果废弃物能

在当地得到有效的循环利用，就能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对贵金

属的需求也能在当地得到满足，从而减少对采矿和出口国的依赖

（Zaman和Lehmann， 2011年）。

建筑垃圾的管理和循环利用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筑垃圾是最大的废物流之一。在欧盟，

2012年，建筑垃圾占废物总量的33%，高达8.21亿吨（欧盟，

2015年）。大多数建筑垃圾包含惰性物质，如混凝土、砖块、沥

青以及挖出的土壤和石块。在中国，目前建筑承包商的建筑垃圾

减量主要考虑的是经济效益和实际需求，而非环保需求，因此还

有进一步减量的空间。此外，再生建筑构件和材料带来的建筑垃

圾减量也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现有技术已经在地方工业园区设施中得到了应用；还有一些正在实

践，例如开采旧垃圾场，或沉积了多种元素的垃圾填埋场（亚行，

2018b）。据专家估计，开采城市垃圾填埋场收益极大。城市固废

焚烧厂的底灰包含有价材料，通常可用作建筑材料的添加物（底

灰）。对焚烧厂的飞灰可进行危废处置，但将来如果有经济的方

式，也可以进行开采和稳定化处理（亚行，2018c）。然而，城市

矿产确实会给人类和环境健康与安全带来风险，因此必须格外谨

慎。考虑回收材料的市场规模和价格时，要综合劳动力、投资、租

金、能源和其他资源等运营维护成本，只有具备经济和财务可行

性，才是经过考验的成功商业模型。要在更大范围内协调城市矿产

并使其主流化，从而受益于规模经济，城市集群是一个可行的平台

（亚行，2018d）。 

电子废物采矿

数字革命让中国大多数城乡居民用上了计算机、手持设备、智能手

机以及其他电子设备和电器，但也使得电子电气废物大幅增加。在

电子工业中，计算机、电话、电视机和其他电子产品的生产都离不

开稀有金属。

专栏1：建筑废弃物管理——深圳案例

•	 关于建筑废弃物减排和利用的法律法规。2009年，深圳市

成为中国首个颁布建筑废弃物减排和利用条例的城市。条

例内容包括：对建筑废弃物进行审查备案、编制减排和处

理方案、标注再生产品标识、收取排放费、推行住宅装修

一次到位、规定使用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交换利用建筑

余土、推行建筑废弃物现场分类等。 

•	 政府主管部门与监督。建立了建筑废弃物减排与利用的登

记制度。建筑施工设计图纸和建筑废弃物数量审查制度规

定，建筑师和工程师应优化建筑设计，减少建筑废弃物的

产生，而审查机构应将审查合格的施工设计文件上报主管

部门备案。新建工程项目的建设和既有建筑物、构筑物、

市政道路的拆除，建设单位都应当编制建筑废弃物减排及

回收利用方案，并在工程项目开工前报主管部门备案。 

•	 模式。深圳建立了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战略和相应的商业

利用模式，包括：（i）现场与受纳及回收利用场所相结

合；（ii）临时用地；以及（iii）现场处置。现场与受纳和

回收利用场所相结合的模式是将建筑废弃物处理设施安置

在始发地和受纳地，以消减存量建筑废弃物。临时用地模

式是在临时划拨的土地上存放和处置建筑废弃物，主要是

为了消减街道拆除产生的废弃物。现场处置模式是在拆除

现场安置回收利用设施，实现建筑废弃物的“零排放”，

并将回收的废弃物用于同一场地的新建项目。 

•	 技术支持与创新。2012年，中国首部建筑废弃物排放技术

标准出台，明确了建筑废弃物的排放标准、废弃物减排设

计的具体要求，以及建筑废弃物的减量标准。建筑师和工

程师应优化设计，减少建筑材料的消耗和建筑废弃物的产

生，指导建设单位和承包商再利用建筑废弃物。

•	 提高公众意识和社会认可度。深圳市非常重视提高公众回

收利用建筑废弃物的意识，通过报刊、电视等媒体，展示

建筑废弃物的危害以及回收利用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深圳还公开展示相关技术和再生产品，提高了社会认可和

市场接纳程度。

来源：亚行（20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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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中国在建总建筑面积为112亿

平方米，使用混凝土160亿～240亿吨。虽然政府在大力推动建

筑废弃物的回收利用，但在缺少激励措施、再生产品质量堪忧的

情况下，市场对再生材料的需求相当低，实际回收利用率只有

5%～10%。虽然很多城市建立了建筑废弃物回收利用中心，但往往

都难以赢利。由于建筑废弃物区域性强，因此地方政府应制定建筑

废弃物管理条例。然而，中国只有22%的省市颁布了地方法规和政

策。此外，还面临缺乏妥善的制度安排、市场失灵机制等挑战（亚

行，2018a）。 

建筑物的适应性再利用和城市土地中的棕地再开发

建筑施工耗费巨大，而拆除会产生大量废弃物。应该尽可能对已丧

失原有功能的建筑物进行再利用，并根据需要加以调整，以适应新

功能。虽然随着社会和经济需求的演变，建筑物的功能可以调整，

但理想状况下应维持原貌。 

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将减少建筑废弃物的产生。上海的1933老场坊

就是一个典范。这里原是宰场，建筑风格独特后来被改造成多功能

的商业、文化、城市娱乐和办公大楼。

世界各地有许多棕地再开发的案例，中国也是如此。北京著名的

798艺术区曾是铁路旁的旧厂区，现被改造成城市文化艺术区，老

旧厂区建筑被改建成艺术工作室、画廊和咖啡馆。矿业和工业用地

的棕地再开发也蕴藏着巨大的潜力，资源枯竭地区进行土地使用规

划时，应将其主流化。在老旧工业城市，一些废弃采矿场和工业用

地有可能通过清理、修复变得更安全稳固，从而重新为城市服务，

产生土地价值。

循环经济工业园区

地区循环经济是更广泛的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概念，而城市矿产是

其中一部分。 

专栏2：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开发区），水、土地和其他自然

资源都极为匮乏。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天津开发区一直

不得不严格保护和有效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使得私营部门涌现

出很多涉及能源、材料和水资源回收利用等领域的产业共生尝

试，服务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

•	 公用事业：水、园林绿化、土壤形成。对于来自污水处

理厂的废水，污水再生水厂首先进行连续微滤技术处

理，继而通过反渗透技术进行去离子处理，为工业生产

提供143万立方米的再生水。例如，2006年，235万立方

米的再生水被用于人工湿地和景观灌溉。天津开发区在

1997年引进了一种城市采矿技术，利用海洋沉积物、碱

渣污泥和当地热电厂的粉煤灰生产土壤。这种新土壤有

助于保护农田。 

•	 公用事业：固体废弃物。城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于

2004年，每年将大约40万吨的城市固体废弃物转化成

120吉瓦时的能源。残余的底灰与粉煤灰相混合，可用于

制作地砖。在可以进行物理化学处理、安全填埋和危险废

弃物焚化的废弃物处置中心，还包含溶剂回收加工。

•	 产业互惠与协同。通过能源和水资源的梯级利用，以及固

废交换，在电子、机械和汽车、生物医药以及食品饮料等

产业间形成共生或协同效应。

•	 电子业。摩托罗拉、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通用半导体

（中国）有限公司和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之间相互

回收利用废旧的焊料、玻璃、废油以及电镀残留中的银。

这就是循环经济型材料交换。

•	 食品饮料业。食品饮料业的废弃物交换始于1992年。一家

生产方便面的公司将面粉屑卖给养猪场做饲料。几年后，

又有其他公司将淀粉废料卖给当地的煤球工厂，用于生产

煤球。

•	 生物技术和制药业。一家生产各种液体酶和颗粒酶的公司

产生了含有大量氮、磷、钾和其他有机质的生产废料，该

公司将这种生物质转化为有机肥，并向天津开发区免费提

供了大约2万吨。此后，该公司还提供经过处理的工业废

水，用于景观灌溉和道路清洁。

•	 汽车和机械制造业。天津开发区在多家公司之间开展废锌

板和铝、铅回收的闭合循环，并对京津冀地区的铅酸蓄电

池和其他铅废料进行回收利用。一家公司利用本地生产的

铝屑辅以进口铝屑，生产熔融铝。

来源：施涵（S. Han）、玛丽安	•	切尔托（M. Chertow）和宋雨燕（Y. Song），2010. 发展中国家建设生态产业园区的经验：中国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案例研究，《清洁生产杂志》（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18（3），第191—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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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也称为产业协同或产业共生，目前已在中国多地得到实

践，并且有望发挥更大的潜力。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2008年，中国通过

了《循环经济促进法》。自该法颁布以来，中国已建立多家循环经

济工业园区。一些工业园区采用国际通用的生态工业园区名称和概

念。中国目前已建成三家国家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其中包括天津

经济技术开发区——该开发区已发展成为混合型工业园区中复杂的

产业共生网络（施涵、玛丽安	•	切尔托和宋雨燕，2010年）。天津

开发区将循环经济原则应用到公用事业、水及固废的利用和再利

用、产业交换和协同、电子业、食品饮料业、生物技术和制药业以

及汽车和机械制造业等各个领域（专栏2）。 

城市矿产面临的挑战

无论是老旧垃圾填埋场还是汽车废物堆场的矿产，抑或是塑料和电

子电气废弃物矿产，城市矿产通常都有危险性，因为有毒元素会释

放到空气、地下水和土壤中，矿产对工人的健康安全和环境构成潜

在威胁。当然，城市矿产也有助于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并创造

经济产出。因为初级采矿、资源开采和排放的副产品会威胁生态系

统和人类健康，例如导致环境恶化或损害，或者将有害物质排入空

气、水和土壤，这一点必须要考虑到。

城市矿产的环境和健康风险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资源回收往往缺少正式的制度。例如，电池商

店或服务中心的铅酸蓄电池被交给塑料的回收商和转销商处理，而

电池中的铅被用于制造当地的无品牌电池。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处

置的人员由于接触和吸入铅尘，健康会受到影响。与此同时，排放

到土壤中的酸也会影响环境。为降低城市矿产对健康和环境的不利

影响，政府可以考虑采取干预措施，比如制定规章制度、建立对制

造商的激励措施以及鼓励这些领域的研发活动。

城市矿产的能耗和效率 
固废管理涉及高能耗的运输和物流。收集固废的卡车车队会加剧交

通拥堵，增加大气和噪音污染，还会加大卡车的生产、使用、操作

维护和处置需求。不过，有效的路线规划、收集规划和绿色交通解

决方案的使用有助于促进城市矿产节能。同时，为全面提高效率，

可以考虑采用智能垃圾桶、智能运输解决方案、智能固废处理设施

等。此外，还可以节省能源，因为对建筑、产品或材料进行再利用

时，可以从生产过程中获取惰性能量。例如，钢铁的次级生产比初

级生产能耗低75%。 

把握城市矿产机遇，构建绿色循环经济 

在具体问题上，国际上的最佳实践层出不穷，中国可以借鉴

用。然而，人们对自然、物质和产品的价值观依然亟待改变。

对于资源、商品、自然乃至整个物质世界，人们需要换一种方

式去思考、设计、制造、使用、拥有并赋予其货币价值。对城

市的评估不应局限于建筑、交通和产品的交互体系，还应包括食

物、能源和水，以实现“零废物”为目标（艾伦	 •	麦克阿瑟基金

会，2018年）。4 在未来的实践中，通过绿色循环经济中的全生命

周期设计、资源开采、生产、消费、再利用和资源化，有望实现闭

合材料循环和工件循环。

城市矿产与绿色循环经济、“零废弃”、

智慧共享城市

中国可以推动城市矿产向更安全、更高效的方向发展，通过转向绿

色循环经济转型，最终减少城市矿产需求。在绿色循环经济下，设

计伊始就会考虑要实现所需功能，至少需要多少、需要哪些可持续

开采的资源。在优化资源利用方面，建立全生命周期的使用和所有

权模型。这种上游因素要辅之以回收利用策略，并遵循再利用水

平最大化原则（Smil，2014年）。例如，一个人或家庭丢弃某产品

后，应由附近另一个人或家庭完整地将其用于相同的功能，这样也

利于节省运输成本。如果产品损坏，就应该修理，如果产品已不能

使用，就应该拆解并将元部件回收利用，例如，食物搅拌机的电动

机可以用于制造另一种产品，比如玩具车。如果元部件也不能使

用，那么可以回收利用矿物质、金属和塑料等材料。在对各种废弃

物——家庭垃圾、餐厨和有机垃圾、电子电气垃圾、汽车废弃物、

建筑垃圾和工业垃圾等——进行循环利用时，都可以进行城市矿

产。也可以对原本可能被废弃的建筑物和城市土地进行适应性再利

用，即棕地再开发。

4 艾伦	•	麦克阿瑟基金会致力于将循环经济原则融入宜居城市的建设中。更多信息，请参阅https://www. 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our-work/activities/
circular-economy-in-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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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命周期和 “从摇篮到摇篮”
考虑到产品寿命的终结，产品、包装、构筑物和建筑物的设计和

生产应优化资源使用，并且超越产品的原有用途。“从摇篮到摇

篮”的设计意味着在设计项目和产品时考虑全生命周期，强调从

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到生态功效（eco-effectiveness）的转

变。生态效率旨在将生产和消费的负面影响最小化；生态功效则

不再是单向线性的原料流，而是在下一生命周期中保持或提高原

料的质量和投入产出比。这种循环代谢的概念意味着，即使产品

中使用了有害物质，但如果这些物质可以作为闭环原料流的一部

分被循环利用，也是可以接受的（Braungart等，2010年）。 

共享经济

替代性所有权模式和共享经济的增长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例如

个人成为会员并共享车辆和搭车服务，优化个人出行需求，同时

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车辆（包括不同大小的汽车和清洁能源汽

车，以及可以加入共享计划的部分电动摩托车和自行车）。例

如，私家车约有90%的时间都是闲置状态，如果通过汽车共享机

制加以利用，就可以提高原料的利用效率。要全面整合、通盘考

虑原料和工业流程的循环再利用，并将其安排在城镇进行，使交

通距离最小化。如此一来，在我们构想的一体化的社会经济世界

中，城市采矿便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超越了3R原则，考

虑到全生命周期，还将“从摇篮到摇篮”作为原料和商品的经济

价值基础。最终，只有需要从过去的操作或沉积物中进行资源回

收时才进行城市采矿。

智慧城市应用

智慧城市应用可以使用拥有各种注册资源和产品的数字原料库。

通过物联网形成的智能对象网络使产品共享和新的所有权模式成

为可能。这种“共享经济”对资源和产品的再利用更为高效。在

这一系统化的背景下，通过城市采矿回收废弃原料和资源的需求

将会减少，因为从产品和包装设计，再到工业加工，循环将成为

主流。这将大大减少资源开采带来的损害，并减少需要处置的废

弃物。这些先进模式在中国成功实行的几率很高，因为中国人往

往是新技术的先行者。这一点通过智能手机在通讯、零售、城市

服务信息、公私服务日常支付、农超对接等方面的广泛应用就能

得到证明。

城市矿产的政策选择与绿色循环经济 

过去几年，尤其是“十三五”规划以来，中国作出了一系列大胆承

诺，制定了卓越的计划，并颁布了政策和法律，逐渐成为气候及环

境行动的领导者。由于“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和生态

文明建设均着眼于人民福祉，因此，中国有望采取进一步举措。要

有策略地设计和执行特定计划、政策、法律、行政法规和试点项

目，并与各级政府协调行动，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循环经济，减

少对被丢弃垃圾进行城市采矿的需求，只在不可避免会产生废弃物

的领域开展更安全高效的城市采矿。中央政府应发展并整合各个部

门，并将绿色金融和绿色经济的初步规划纳入主流。

政策方案

中国政府应贯彻执行城市固体废弃物管理法律法规，确保即使在偏

远的农村，废弃物的收集、处理和最终处置也符合国家的高标准。

中国可以考虑建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和机制，负责政策制定和协调统

筹，并与智库、学术界、城市和业界进行磋商。此外，应依照法律

法规对城市采矿和城市固废综合管理加以监管。进一步补充和扩展

现行法律法规，并与国家愿景和实现经济脱碳的目标保持一致。

这些法律法规包括：（i）《环境保护法》，（ii）《清洁生产促进

法》，（iii）《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iv）《循环经济促

进法》和（v）《建筑法》（脚注8）。此外，需要制定技术指南

来为工程师和地方行政官员提供指导。 

为切实可行的私营部门商业模式创造有利的环境

一项关于水、食物和有机废物再用和循环商业模式的研究表明，政

府需要出台完善的政策、法规和指导方针；保障融资和财政激励措

施，并针对当地资源限制提供适配技术；加强地方能力建设，获得

当地社区和利益相关方的认可（Otoo和Drechsel，2018年）。此

外，还需要通过激励措施、意识提升和能力建设来鼓励私营部门和

家庭的参与。对于公共投资至关重要的融资可由开发性银行提供。

要使私营企业参与循环经济，共同就扩大所有权和支持力度进行政

策磋商，财政激励和融资渠道就必不可少。私营部门的政策参与可

包括以下方面： 

(i) 创建有利于各类废弃物强制管理体系的环境，如电子电气

垃圾的回收和循环利用制度。新加坡人均生活垃圾水平非

常低，且其中60%能被回收利用，其经验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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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制定包装协议。新加坡建立了旨在减少包装重量的基准

数据库，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Soo，2018年；零废新加

坡，2015年）。

(iii) 通过正规的认证体系加强其他设备制造商和信息技术服务

公司的实力，使其推广并开展高水平的回收利用。

(iv) 创建激励方案和资助模式，鼓励制造业进行安全处置和再

利用电子废弃物。

(v) 完善检查和审计制度，更好地进行城市矿产和废弃物监测。

(vi) 借鉴深圳的经验，为建筑废弃物管理和回收利用制定地方

法律和行政法规指南，详见专栏1。

(vii) 对于利用食物和有机废弃物堆肥的公司、品牌和产品，推

出正规的注册和许可制度。包括开展减少和消除化肥使用

的现场试验，同时抑制或禁止填埋及焚烧有机废弃物。

(viii) 对经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废水进行再利用。

试点示范项目

中央政府可以考虑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城市矿产试点项目。试点项

目应着重抓好两个方面：一是确定单方面的高级别影响，如产品

生命周期和废物流，二是试验综合循环经济，包括“零废弃”、

城市矿产、建筑及电子垃圾的智能废弃物管理；以及在废弃物收

集、城市矿产和循环管理中应用智能物流。试点项目应涵盖公共

和私营部门。公共—私营部门合作项目可通过以下方式开展： 

(i) 材料循环、设计、生产、所有权共享、再利用和回收利

用，涵盖日常使用和中间使用产品关联的若干产业，我们

可称之为涉及循环经济、“零废弃”、共享经济、智慧城

市或物联网的试点项目；

(ii) 循环经济下的“零废弃”试点城市先聚焦几类废弃物和产

业，然后逐步拓展到更多活动领域；

(iii) 协调城市群试点项目内的城市采矿；

(iv) 产业协同示范项目；

(v) 建筑废弃物管理和循环利用示范项目；

(vi) 生产者延伸责任和回收系统及循环利用平台示范项目（借

鉴欧盟经验）（经合组织，2006年）；

(vii) 面向消费者及零售商的无包装超市和回收系统示范项目

（重点借鉴已成功试点此类商店的奥地利和德国的经

验）。中国政府、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也可以选择签署艾

伦	•	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新塑料经济全球承诺》；

(viii) 结合城市共享单车，在现有和新兴城镇地区推广汽车共

享服务。德国和瑞士值得借鉴的经验包括：由企业和用

户的智能系统提供激励措施，共享汽车优先停车等，此

外，年轻一代并不重视汽车所有权，更看重获得灵活的

出行选择。

知识生成和共享

城市矿产领域相对较新，城市管理者和领导者需要进行南北、

南南以及同行间的知识共享。同时引进国际专家，促进学习和

传播经验。智库、国家和地方高等院校以及国际机构应成为研

发和知识传播的主力军。除了通过试点项目积累经验教训，还

应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并对地方政府官员和市长进行培训。此

外，中国应开展提高公众意识的活动，同时将城市矿产纳入城

市规划和高等院校的环境工程专业课程并使其主流化，以获得

更多的公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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