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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镇化带来的垃圾围城问题

（一）中国正在经历向城市集聚的快速城镇化过程

中国主要城市群及人口流向图 2007-2016年城镇化率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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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镇化带来垃圾围城的发展压力，中国正在经历人口向区域中心城市快速集中的过程。

2007年 2016年

45.89%

57.35%
1.83亿人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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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正在经历向城市集聚的快速城镇化过程



（二）城镇化在改变人们消费习惯的同时，也增加了垃圾的排放量

一、城镇化带来的垃圾围城问题

2007-2016年我国城市+县城垃圾清运量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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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垃圾围城已成为不少大中城市发展瓶颈

选址
不易

成本
较高

能力
不足

三大瓶颈

一、城镇化带来的垃圾围城问题

主要大城市垃圾产生与处理能力柱状图
（北京、深圳、广州、重庆、成都、西安、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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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截止2015年底，全国设施城市和县城垃圾
无害化处理能力75.8万吨，其中卫生填埋
50.2万吨，垃圾焚烧23.5万吨约为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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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填埋占用大
量土地

垃圾长期堆放难
降解污染环境

和
垃圾焚烧带来
飞灰和二噁英
问题

（一）无害化处理垃圾仍存在环境问题

垃圾堆放和填
埋带来渗漏液
处理问题

二、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是国家战略



（二）循环经济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2007年，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坚持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
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建设科
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
利用效率。首次将循环经济提高到国家战略
高度。

2008年，全国人大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2013年，国务院发布《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
近期行动计划》

二、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是国家战略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是全流程管控理念，推
动消费减量和垃圾减排，提升废弃物利用水平。



（三）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初步建立

中国再生资源利用量情况

2016年，中国再生资源行业的从业人
口已超过2000万人。

再生资源利用量持续增长，2008年，
中国再生资源利用量超过2亿吨，2016
年，再生利用量超过3亿吨，其中回收
量2.56亿吨，进口量0.59亿吨。

1. 产业形成较大规模

二、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是国家战略



1. 产业形成较大规模

2016年，全国
进口 废钢 216

万吨，其中来
源于 日本 186

万吨，占总量
86 %左右。

二、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是国家战略

（三）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初步建立



2016年，全
国进口有色
金 属 废 料
527.5 万 吨 ，

进口金额达
84亿美元。

1. 产业形成较大规模

二、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是国家战略

（三）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初步建立



2016年，全国

进 口 废 塑料
735万吨，来
源 于 日 本占
总量的11%左
右。

二、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是国家战略

1. 产业形成较大规模

（三）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初步建立



2016 年，全
国进口废纸
2850 万吨，
同比下降3%

左右。

1. 产业形成较大规模

二、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是国家战略

（三）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初步建立



2. 新型回收利用模式正在形成

互联网+模式、逆向物流模式；垃圾分类收运、预处理、
两网融合、分类处理处置、统筹规划。

二、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是国家战略

（三）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初步建立



3.国家政策催生一批再生资源行业的“国家试点”

循环化改造试点园区

城市矿产示范基地

餐厨试点城市

再制造试点基地

循环经济示范城市

全国布局图

二、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是国家战略

（三）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初步建立



三、未来五年工作重点



（一）垃圾强制分类，循环利用，协同处置是工作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推进绿色发展，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
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
体系

1

2 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制度改革总体实施方案》

3 国办印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4
发改委印发《循环发展引领行动》《资源循环利用
基地指导意见》

三、未来五年工作重点



（二）垃圾强制分类政策

分类品种

三、未来五年工作重点

易 腐 垃
圾Perishable waste

可 回 收
物Recyclable

废电池（镉镍电池、
氧化汞电池、铅蓄
电池等），废荧光
灯管（日光灯管、
节能灯等），废温
度计，废血压计，
废药品及其包装物，
废油漆、溶剂及其
包装物，废杀虫剂、
消毒剂及其包装物，
废胶片及废相纸等。

相关单位食堂、宾
馆、饭店等产生的
餐厨垃圾，农贸市
场、农产品批发市
场产生的蔬菜瓜果
垃圾、腐肉、肉碎
骨、蛋壳、畜禽产

品内脏等。

废纸，废塑料，废
金属，废包装物，
废旧纺织物，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废
玻璃，废纸塑铝复

合包装等。



推进手段

三、未来五年工作重点

（二）垃圾强制分类政策

分类推进主体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明确主体责任
加强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指导，
逐步将垃圾分类实施情况列为考
核指标。

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建立协调机制，加
强对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实施情况的监督
检查和工作考核。

完善法规体系

加快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方面的法
律制度，推动相关城市明确生活
垃圾强制分类要求。

出台地方性法规、规章，发布生活垃圾
分类指导目录。完善生活垃圾分类及站
点建设相关标准，依法推进生活垃圾强
制分类，建立健全收费制度。

加大政府支持

发挥中央基建投资引导带动作用，
采取税收优惠、投资补助、贷款
贴息等方式，支持相关城市建设
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设施。

严格落实国家对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优
惠政策，地方财政对垃圾分类收运处理
系统的建设运行予以支持，加强土地保
障、跟踪支持和运营补贴等。

动员社会参与
强化国民教育，着力提高全体学
生的垃圾分类和资源环境意识。

向社会公布考核结果，对不按要求进行
分类的依法予以处罚，充分发挥新闻媒
体的作用，形成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实施区域

共46个城市

所有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包括：河北省邯郸市、江苏

省苏州市、安徽省铜陵市、江西省宜春市、山东省泰安市、湖

北省宜昌市、四川省广元市、四川省德阳市、西藏自治区日喀

则市、陕西省咸阳市。

三、未来五年工作重点

（二）垃圾强制分类政策



（三）禁止进口洋垃圾政策
对现行的《禁止进口固体废物

目录》《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

料的固体废物目录》进行了调

整和修订。

将来自生活源的废塑料（8个品

种）、未经分拣的废纸（1个品

种）、废纺织原料（11个品

种）、钒渣（4个品种）等4类

24种固体废物，从《限制进口

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

调整列入《禁止进口固体废物

目录》。

1.调整进口废物管理目录

三、未来五年工作重点

序号 海关商品编号 废物名称 简称

六、塑料废碎料及下脚料（8个品种）

53 3915100000 乙烯聚合物的废碎料及下脚料 乙烯聚合物的废碎料及下脚料，不包括
铝塑复合膜

54 铝塑复合膜

55 3915200000 苯乙烯聚合物的废碎料及下脚料 苯乙烯聚合物的废碎料及下脚料

56 3915300000 氯乙烯聚合物的废碎料及下脚料 氯乙烯聚合物的废碎料及下脚料

57
3915901000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的废碎料及下脚

料

PET的废碎料及下脚料，不包括废PET的
饮料瓶

58
废PET饮料瓶（砖）

59
3915909000 其他塑料的废碎料及下脚料

其他塑料的废碎料及下脚料不包括废光
盘破碎料

60 废光盘破碎料

八、回收（废碎）纸及纸板，包括废特种纸（1个品种）

68 4707900090 其他回收纸及纸板（包括未分选的废
碎品）

其他废纸

九、废纺织品原料及制品（11个品种，未详列）

81 6310100010 新的或未使用过的纺织材料制经分拣
的碎织物

纺织材料制碎织物

十、钒渣（4个品种，未详列）



（三）禁止进口洋垃圾政策

2.修订《限制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三、未来五年工作重点

2017年10月23日公布《管理规定（2017年）》征求意见稿，在2015年公布版本《管理规定（2015年）》
进行了修订。目的为了行业更为健康的发展，所有的流程更加规范化管理。

主要修改内容

 落实《实施方案》中“完善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制度，取消贸易单位代理进口”的工作要求，删除《管理规定（2015

年）》中有关委托代理进口的相关内容，明确要求不得委托其他企业代理进口。

 删除《管理规定（2015年）》中已调入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管理目录的相关废物品种内容、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延期事项、

近3年内领取过相同品种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的单位可免予提交相应证明材料有关内容、申请进口废物企业应具有进口

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国内收货人注册登记资格的要求等。

 根据商务部、海关总署《关于取消加工贸易业务审批的公告》（2016年公告第45号），取消《管理规定（2015年）》中

“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固体废物的，应当位于出口加工区内，或者已获得商务主管部门签发的有效的加工贸易业务批准

文件”的相关要求。

 在《管理规定（2015年）》的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申请表中增加企业守法情况的信息内容。

 考核标准更为严格，执行效率更高，尤其对一些“原则上”的规定基本都有了明
确的界定；

 落实“谁加工谁进口”规定，倒卖批文及进口废料贸易环节更能有效得以遏制。



3.加强监管

三、未来五年工作重点

（三）禁止进口洋垃圾政策

（1）完善堵住洋垃圾进口的监管制度。
分批分类调整进口固体废物管理目录，逐步有序减少固体废物进口种类和数量。

（2）强化洋垃圾非法入境管控。
重点打击走私、非法进口利用废塑料、废纸、生活垃圾、电子废物、废旧服装
等固体废物的各类违法行为。

（3）建立堵住洋垃圾入境长效机制。
推动贸易和加工模式转变，开拓新的再生资源渠道。

（4）提升国内固体废物回收利用水平。

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础设施，规范国内固体废物加工利用产业发展。



（四）资源循环利用政策

三、未来五年工作重点

生产者责任
延伸制度

循环经济
标准和认
证制度

绿色信用
管理制度

一个核心：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

两个指标：主要资源产出率提高15%，主要废弃物循环利用率达54.6%

一次性消费
品限制使用

制度

六项制度

再生产品
和原料推
广使用制

度

循环经济
评价制度

三个重点
三个领域
十大行动

突
出
方
式
创
新

强
化
制
度
供
给

发
挥
市
场
活
力

加
强
评
价
监
管

总体思路

1.资源循环利政策总体框架



2.资源循环利用十大行动

（四）资源循环利用政策

三、未来五年工作重点

园区循环化改造行动

工农复合型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行动

十大行动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示范基地建设行动

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基地建设行动

“互联网＋”资源循环行动

京津冀区域循环经济协同发展行动

再生产品再制造产品推广行动

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创新行动

循环经济典型经验模式推广行动

循环经济创新试验区建设行动



（四）资源循环利用政策

3.建设资源循环利用基地

对废钢铁、建筑垃圾、生活
垃圾、城市污泥等城市废弃
物进行分类利用和集中处置。

新型城市建设的功能区

破解垃圾处置“邻避效应”
的主要途径之一

明显提高城市资源利用效率
的重要方式

重要意义

三、未来五年工作重点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