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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循环经济通过一个有韧性、分布式、多样化和包容性的经济模

式为更良性的增长提供机遇。循环经济直击气候变化、生物多

样性丧失和污染等全球性挑战的根源，创造一种从设计之初就

具有再生性，且不产生废弃物的新的经济模式。

随着各行各业开始向循环经济转型，各国政府也在制定着眼整

个经济体系并基于行业的循环经济路线图和战略，以此促进转

型的规模化。同时随着转型势头发展良好，我们还应就建立明

确的发展方向达成共识，从而降低其分散性和复杂性，同时考

虑供应链、生产和消费系统的全球性特点。

本文提出了五个通用的循环经济政策目标，政府和企业可以围

绕这些目标协调一致，共同促成。这些调整措施适用于各个行

业和地方的具体情况，可帮助政府打造更健康的经济复苏，为

企业降低转型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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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各国都希望重振经济活力。

在此之际，循环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现实意义。1

循环经济不局限于废弃物管理和回收这样的末端解决方

案，可改善公民和环境的福祉。循环经济转型是系统性

的，可带来一系列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同时还可帮

助应对包括气候危机在内的多种全球性挑战，从而为更

良性的增长提供机遇。完全依赖于提高能源效率和可持

续能源转型仅能解决 55% 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2，而另

外的 45% 来源于我们制造和使用产品和食物的方式，

这部分的温室气体排放可以通过循环经济来降低。将循

环经济解决方案纳入气候行动工作和国家自主贡献方案

（NDCs）（作为《巴黎协定》的一部分）可通过生产

和消费系统的转型来补充和支持可持续能源转型。同

时，循环经济可针对废弃物和污染，以及资源开采和加

工带来的影响扮演重要角色。目前线性经济模式下，原

材料的开采和加工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水资源压

力，导致了 90% 的生物多样性丧失。3

循环经济是一种系统解决方案框架，有助于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循环经济基于三项原则，由上游设计和创新

驱动：消除废弃物和污染；延长产品和材料的使用周

期；促进自然系统再生。循环经济日益以可再生能源和

材料为基础，利用数字技术的力量，构建具有韧性的分

布式、多样性和包容性经济模式。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 12（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的关

键，并有利于其他 11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包括

目标 9（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

包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4

政策制定者应抓住这个独特机会，推动和加速产业转

型，促进循环经济规模化。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领域

和价值链的大型企业开始采用循环经济原则。5 私营领

域也大幅增加了对循环经济的投资。例如，仅在 2020

年，公募基金管理下的专注循环经济的资产就增长了

14 倍。6 为进一步推动这一趋势，创造条件以促进解决

方案的大规模涌现至关重要，政策在此可以起到关键作

用。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注意到出现了很多有利于循环经

济发展的趋势，但相互之间仍缺乏协调统一，因此提供

了一套循环经济政策目标，以确立共同的发展方向。围

绕这些目标采取统一行动能够加速转型，同时避免政策

行动不协调的问题。

仅凭行业领袖的自愿承诺无法实现规模化转型，故而应

确立全面政策框架，将循环经济模式纳入各行各业。以

塑料包装为例，《新塑料经济全球承诺》（一项在塑料

领域实现循环经济的自愿承诺）的签署方约占全球塑料

包装市场的 20%。7 要想在整个行业中扩大和延伸循环

经济转型，政策制定者应发挥关键作用，例如：在整个

经济体系内淘汰不必要或有问题的塑料制品，激励创

新，推动构建回收循环系统，并确保稳定的资金支持，

鼓励更多使用回收再生料。这样的政策和领导力对于在

所有行业推动循环经济转型的规模化至关重要。如今，

全球都需要有韧性的经济复苏，政策制定者们可抓住时

机，引入新的价值创造机制，以满足对疫情后经济增长

和系统重置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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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合作与协调，充分发挥循环经济潜力，本文提出了以
下五个互为补充的政策目标：

目标 2

充分利用并保存资源价值 

通过目标 1中的设计和方法推动建立商业模式和资源管理

系统，使产品和材料在经济活动中保持最高价值。例如：

•  制定促进维修、共享、转售和再制造的税收和采购政

策，以最大限度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率；

• 制定并完善收集和分拣政策（如材料的分开收集和管

理），保留高品质材料和产品的价值，并通过营养物

循环，实现更高价值的有机循环和再生农业实践；

• 发展二次原材料和副产品市场；

• 制定空间规划政策以加强材料流通和使用，创造包括

产业共生在内的商业机会；

• 通过生产者责任延伸政策（EPR）和押金返还制度

（DRS）鼓励从重复使用到回收的循环机遇；

• 审视和完善废弃物立法中的资源分类和定义；

• 减少垃圾填埋和焚烧。

目标 3

制定有利的经济政策

制定经济激励措施和监管要求，使循环经济解决方案成

为常态而非特例，从而释放规模效益。例如：

• 使税费激励措施（如 EPR）与循环经济成果保持一

致；

• 调整补贴政策；

• 对国家援助和政府资金附加条件；

• 调整竞争政策；

• 修订知识产权；

• 实施支持转型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 将循环经济纳入贸易政策；

• 利用公共采购开发新的市场；

• 利用分类和披露要求确保透明度；

• 修订会计规则；

• 审视数字和数据管理。

目标 1

鼓励为循环经济而设计 

让所有产品（从快速消费品到耐用产品）以下述方式被

设计、交付和使用：消除废弃物和污染，并鼓励产品和

材料以有效且有经济效益的方式在市场中流通。设计和

生产食物和可再生材料时，鼓励那些能够增加能源投资

回报率的、降低气候影响和促进自然系统再生的方式。

例如：

• 制定产品政策时，注重提高耐用品和包装的设计水准

（包括强调耐用性；重复使用性；可维修和再制造设

计；可回收性；适当条件下可堆肥；对计划内或者提

前报废的情况进行处罚；以及通过产品标签、标记和

数字产品材料通行证促进信息共享和进行跟踪）；

• 通过制定施工和城市规划相关政策鼓励循环建筑设计

（包括施工规定和条例、规划指导、对翻新和翻修的

激励措施，以及支持拆解并重复使用部件或材料，而

不是拆除和填埋建筑废弃物）；

• 通过产品和配方设计、采购方式和农业及土地使用政

策等途径鼓励再生农业生产；

• 修订化学品立法，以实现循环经济成果；

• 制定标准，支持循环经济商品、服务和系统的贸易。



目标 4

投资创新、基础设施和技能  

在以下方面投入公共资金，并刺激私营部门投资：发展

包容性结构转型所需技能，推动创造循环经济机遇；支

持创新；以及建设扩大转型所需的基础设施。例如：

• 提供跨学科研究基金；

• 提供早期风险资金；

• 支持涵盖实体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混合融资解

决方案和创新；

• 将循环经济纳入学校和高等教育课程；

• 制定培训方案和培养制度；

• 通过国际援助加强能力建设。

目标 5

携手推动系统变革

促进跨价值链的、反应灵敏的公私合作机制，以消除壁

垒，制定新政策并与现有政策衔接；在国内和国际跨政

府部门开展工作，推动政策协调和持久的变革；评估各

行业采用循环经济方法的进展情况。例如：

• 促进建立和采用多利益相关方、跨价值链、包容性和

反应灵敏的工作机制，以制定系统解决方案，并加强

公私合作能力；

• 将循环经济原则纳入国家和国际政策主流，并确保跨

境政策一致性；

• 制定和实施宣传活动以增强意识；

• 运用数据评估并量化进度，以加速发展进程。

我们应将上述目标视作相互连接的整体，这样才能达成

生产和消费的系统性转变。单个的循环经济政策往往在

线性的攫取式的经济模式中单独存在，而上述整体性的

目标则避免了这一问题。这些目标横跨多个经济领域，

为循环经济原则融入经济和行业发展、气候变化和生物

多样性以及资源安全等重要的跨领域政策议程提供了机

会。各国和各行业的出发点不同，一些权衡取舍也是必

要的，但五个目标的实质以及确保政策一致性的需求具

有普遍的重要性。

我们呼吁国际、国家和地方的各级企业与政策制定者通

力合作，为实现目标协同努力，为全社会向循环经济转

型奠定基础。这些目标适用于各个行业和价值链，可为

世界各地的针对性政策提供借鉴。在全球范围内采用这

些目标可以孵化私营部门创新，制定全球解决方案，以

便在世界范围内部署和规模化。公私部门间的对话和宏

伟目标不但能推进行动，而且是实现目标的关键。培育

一个信息畅通的、具有共识的流程是成功的先决条件。

目前，应将疫情后经济复苏的能量汇聚起来，共同创建

在设计之初就具有韧性、包容性和促进自然系统再生的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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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立一套通用的 
循环经济政策目标， 
实现规模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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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转型比以往更具有现实意义

循环经济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揭示了
经济发展、健康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是上述三者关系面临

的核心挑战，这些全球性的挑战源于“获取 - 制造 - 废

弃”的线性经济模式。通过消除废弃物和污染，延长产

品和材料的使用周期，以及促进自然系统再生，人们日

渐认识到循环经济是一种设计先行的方法，在疫情期间

这些机遇让这些企业更具有抵御风险的能力。

研究表明，循环经济有助于解决 45%的温室气体排放，

这部分是能源转型无法解决的（见图 2）。8 同时，

90% 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水资源短缺是由资源开采和

加工造成的，循环经济也可为此提供解决方案。9 如继

续当前的线性经济模式，预计 2011 年到 2060 年间，

资源使用量将增加近一倍，这将进一步加剧全球性挑

战，供应链脆弱性和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也无法得到

解决。10 相比之下，循环经济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了联

合国国际资源委员会的认可。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循环经济是实现目标 12（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

产模式）的关键，同时与另外 11 项目标（例如目标 9：

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和基础设施

建设）有紧密关联（见图 1）。11 

循环经济为经济复苏、创新和工业转型提供了解决方案

框架。通过重新设计生产和消费体系，循环经济用创

新的方式提供新的价值创造模式，从而带来发展（见

图 3）。跨国公司、中小型企业和初创企业均已开始拥

抱循环机遇，疫情的冲击证明了循环经济模式具有的

韧性。12 对塑料包装的循环经济效益的建模表明，除了

可使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量减少 80%，温室气体排放

量减少 25%，到 2040 年，循环经济每年可节省 2,000

亿美元，并创造 70 万个就业岗位。13 

国别分析也显示出，对比线性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具

有经济效益并可节约成本。在欧洲，有关建筑、食品

和交通行业的分析表明，到 2030 年，循环经济每年可

产生高达 1.8 万亿欧元（约合 2.1 万亿美元）的效益，

是线性经济发展模式的两倍，相当于 GDP 额外增长了

7 个百分点。14 在印度，到 2050 年，在相同行业采用

循环发展路径带来的效益相当于印度 2015 年 GDP 的

30%，同时减少了排放和污染。15 在中国，建成环境、

交通、营养、纺织和电子行业的循环经济机遇可降低获

得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到 2040 年，将为企业和家庭节

省约 70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 10 万亿美元，或中国预

测 GDP 的 16%）。16 同时，经合组织对多项研究的分

析表明，采用循环经济政策将有助于就业增长。17

循环经济为经济复苏、创新和工业转型
提供了解决方案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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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循环经济转型还可以为其他领域带来益处。循环经济

减少污染和环境影响，增强自然系统的韧性，促进食物

安全和粮食安全可带来直接或间接健康效益；在医疗保

健领域引入循环商业模式也可节约成本。18 以食物体系

为例，食物循环经济可将农药使用相关的健康成本降低

5,500 亿美元，并显著减少抗菌药物耐药性、空气污

染、水污染和食源性疾病等问题，同时改善土壤健康，

有利于维持生计。19 在交通方面，相较于当前的发展模

式，到 2040 年，循环经济方法可将中国城市的交通拥

堵减少 47%，并将有害细颗粒物（PM2.5）的排放减少

28%，从而带来空气质量改善等诸多效益。20婠彾粶乵

艊孉粶鄽牨姉羮可促进建筑、基础设施和土地的有效利

用，带来积极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包括进一步减少颗

粒物排放。例如，与当前发展模式相比，到 2040 年，

中国城市的建成环境在循环经济模式下可减少 72% 的

PM10 排放量。21 同时宜居性、居民健康状况和社区意

识都可以得到改善。22 

哲囁頓簧 闥覯飈 硭厩裁幕=膺饴 败隊剔氲 骗凑蔑渖 只喳腖语涪兜菸
麈同

杳章婁菅呱只喳
脞诛

褒瀨锚宝涪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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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G聪艇涪笺峥
麈同

川辆<蔑渖 二申柁枷眉涪
饣雕

迂玻舁荡 语:菸沾 咼9菸沾 涪蔑义e呱
尿谨伍习

挠泖繁宝佮
乐艹唪翔

犢賭跋呱哲罰
涪菸ê

蹕 1

潘懿杳章窝档ě乐艹祀辆 12R二申柁惰凌唪翔

各经济体希望减轻疫情影响，重振经济，而循环经济为

此提供了一条颇具吸引力的发展之路。实践循环经济的

三个原则，不仅局限于末端的废弃物处理，重新设计生

产和消费方式更是提供了广泛的跨行业机遇。为应对疫

情带来的经济和健康影响，各国政府公布了数万亿美元

的经济刺激资金，此时我们更应运用前瞻性公共投资，

激励私人投资，实现更加健康且更具韧性的低碳循环经

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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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循环经济有助于解决 45% 
的温室气体排放， 
这部分是能源转型 
无法解决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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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五年，各行各业越来越多的
企业开始向循环经济转型。

公司正在向循环经济设计和商业模式转型，以促进产品

创新，抓住新的多元化的机遇，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偏

好。采用循环经济商业模式还可以降低市场风险，例如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线性供应链过长的风险。27 值得注

意的是，循环经济解决方案占飞利浦公司 2019 年收入

的 13%。卡特彼勒公司提供超过 7,600 件再制造产品。

索尔维公司的目标是把由可再生或回收资源生产的产品

的销售额提高一倍以上，达到集团销售额的 15%。28 各

行业的预测也表明了转型机会。以时尚领域为例，服装

转售规模有望于 2029 年超越快时尚。29 

同时，超过 1,000 家机构（包括塑料包装价值链上的

企业，占全球塑料包装总用量的 20% 以上）团结一

致，支持发展塑料循环经济的共同愿景，并且每年就其

《2025 年全球承诺》目标进程进行汇报。30 随着各类

规模的公司从试行循环经济机遇过渡到在核心业务中实

施循环经济方法，如何追踪这些公司的进度和影响力受

到越多越多的关注。2020 年 1 月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推出了评估企业循环经济绩效的工具 Circulytics，短

短一年已经有超过 800 家企业使用，这些企业来自不

同行业和价值链，其中五分之一的公司年收入超过 10

亿美元。31 

同期，各级政府制定的循环经济政
策战略和计划显著增多。

政策的发展向企业家和创新者发出了积极的信号，也为

循环经济创造了协调发展的有利条件。此外，循环经济

在满足公共政策目标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正逐渐引起城

市、省州和国家政府以及国际机构的重视。

例如：

• 市政府渐渐意识到循环经济可以为多项城市面临的挑

战提供解决方案，因此实施了各类示范项目。32 当前

的线性经济模式中，城市已成为资源消耗、排放和废

弃物生产的中心。从服装、电子产品到车辆和建筑

物，大量产品和资产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循环经济模

式为城市提供机会，增强建成环境设计、开发、使用

和维护的灵活性；减少交通运输排放，支持积极的交

通规划；通过创造更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来吸引人

才。循环经济也有助于培育具有韧性的本地供应链以

及相应的工作岗位。33

• 国家层面，人们不断认识到，循环经济是一项跨政府

议题，旨在促进更良性的增长，谋求多重效益。在一

些情况下，实施循环经济的最初诉求是解决基本的废

弃物管理问题，因此环境部门成为循环经济议程的倡

导者。然而，其他部委，从经济和产业发展、创新、

运输和基础设施建设，到食物、旅游的相关部门，现

在都认识到了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并采取相应措施。34

这就需要加强不同部门之间政策措施的协调性和连贯

性，让这些措施反映出循环经济转型的相互联系和系

统性的特质，在传统的部门分界之间架起桥梁。

转型正在公共和私营部门发生，
但需要加快步伐



縷菅呱潘懿杳章淘溲唪翔 訅酽覈 | 19

• 在国际层面，循环经济能够为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

样性丧失，以及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实质性

的帮助，这一点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共识。这进一

步突出了政策协调和政策承诺的重要性。2019 年第

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4）通过了一项决议，

以创新方式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12 （ 采用可

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同时提到循环经济能够

为实现该目标发挥关键作用。35 2018 年世界贸易组

织 “公共论坛”和 2019 年“环境周”召开后，世贸

组织也开始探讨贸易在推进和实现循环经济方面的作

用。36 上述活动自 2017 年以来与二十国集团（G20）

环境部长会议同步进行，提升了对循环经济和资源效

率方法的重视程度。37 2015 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

首个《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各类区域性计划也在其

早期领导下不断涌现。2020 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启动了循环经济磋商进程，与其 170 个

成员国共同商议如何实现包容性、可持续的工业化。38

以时尚领域为例，
服装转售规模
有望于 2029 年
超越快时尚。”

金融领域也开始支持循环经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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㠣驌孭䇗筧。熴蹺墴䧵䀅ǹ。緤佖惡㠽嶗䗮茊䇗筧訵踽

㒄抲辭縟抲辭艊▕㳟、39 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私募债

也见证了循环经济的飞速发展。2016 年以来，私募市

场基金数量增长了 10 倍。40 债券市场、银行贷款、项

目融资和保险业出现了类似的急剧增长趋势。此类激增

现象标志着一个重大转变，可促成循环经济机遇的规模

化，催化企业和政府行动效果，帮助扭转可持续发展目

标 12（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长期面临的资

金不足的情况。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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蹕 5

橙苄潘懿杳章淘溲魈瓷夥绷

訅蠐嗘鎽諦蹺粶乵俋＝詿婩謚䯖惛酾銊爳嶗鎢寫瀷鰱嶼

婩僔鄩婠羾諤蹺敤姛。蹺䅕梽椨嶗徔耚．飽椨彾艊嶼╪

鎽茒䯖飨鰓鲶桭長呺㣻䯖鎢㬫斾跣鰱嶼艊㩸矇、

鮪譯銊䯖鎢愽俋敤姛墱僡怐鎢愽俋蟨叧䅳絔鲇＝㛊幫蹺

咲孉粶鄽牨梽㭔䯖銊蹺‖㚴䅳炚鎬戰梽竑時僡蘚＝婠㚴

壽呯孉粶鄽牨㣵鄡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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漥茒僡蘚＝僨壉艊訅鲈跣︹2020-2024妘孉粶鄽牨ǹ

誤㚧陝︺曧︹漥爳醠頥昦敤︺䯒酽䎋亱䂏徔耚䯖暅鮪啔

漥茒僨嗴彾踵訅酽跣炚鎬傖偡矇嶼╪䯓艊樮宆敆槉、醮

澑讜暚䯖鞲漥爳譯㯵艊颣賣䯒2016妘䯓勢漥爳攢㯵艊

㒂紬窛䯒2020妘䯓㢐棾㢐侸艊漥爳蹺咲雩壽呯鑫ゔ擄

屟蹺咲徔耚、駻賣墱㛄呯茩槪䯖勢 2050妘瑪䉳呺粷

孉粶鄽牨、

䉯爳孉粶鄽牨鎽茒澐鮪婠襫酽跣羾䉯爳婩僨䀅ǹ踽慁艊

蟴霎侐䯖飨慍礣孉粶鄽牨囑賒愝敡僨嗴㡊㳟、

鮪鲡爳嶗俋爁爳䯖酽鲢蹺咲敤姛㚧陝澐啔孉粶鄽牨昷熴

醮詵慁醁艊羠鲲嶗狆㠿䯖飨倀鄽牨僨嗴嶗敘櫞螆蜑艊敤

詇茩槪荁酁諦、姠婮窹諎絔䯖藥愥犦爁⿷旿纍鯝焑榟䯖

曧酽䎋瑪絑䉳踮艊慙徔䯖孉粶鄽牨慘踵姉唻昷橉雩鮪㫥

鲢鰱嶼嬱勢㢐棾㢐侸艊饅燍、



22 | 縷菅呱潘懿杳章淘溲唪翔 訅酽覈



縷菅呱潘懿杳章淘溲唪翔 訅酽覈 | 23

BOX 3FIGURE 6

矾酮氣脞惰牲宝菅佮 
守荡饭潘懿杳章殻挤ν

政策制定者、企业和金融部门在向循环经济转型的过程

中扮演着重要的领导角色。

这些群体可以直接决定将哪些材料和产品投入市场，以

及它们的使用寿命，这些“上游“决策至关重要。政策

制定者在其能力范围内做出上游决策，从而制定激励性

和抑制性监管措施，并设定相关有利条件。企业在上游

做出决策，选择生产、设计、制造方案，并提供相应的

商品和服务，设计市场营销策略。金融部门通过评估风

险和商业模式来影响上游决策。

除了上述领导性角色，还有更多的相关方都在循环经济

的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学和研究中心可以提供有

价值的洞见，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并促进经济发展。民众

和民间团体在实现它们所期待的改变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例如，他们可以选择循环商业模式和产品，参与收

集系统，并行使维修权。他们还能对其他群体起到督促

的作用。

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经济都是一项复杂议题。因此，

各方需要共同努力，了解价值链内部和外部所蕴含的发

展机遇，以及不同系统间的相互作用。

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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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地方、国家和国际政策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向循环经济转型的早期阶段凸显了跨境和跨系统政策

协调的必要性。这种政策协调不仅可以支持跨境价值

链，还能帮助参与到多个系统的公民。通过跨国和跨层

级的政府合作，政策制定者可以对定义达成共识并发展

协作计划，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企业和民众实践循

环经济。例如，现行对废弃物的监管性定义可能会妨碍

产品的贸易和运输，这些产品往往是用于重复使用、维

修、翻新或再制造。因此，按照循环经济原则开发的商

品和服务，最终仍可能困于线性“获取 - 制造 - 废弃”

系统。再例如，各国对信息披露的要求存在差异，这可

能会阻碍数据的积累，也很难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

性，尤其对全球性供应链而言，数据和信息的缺失会影

响企业和政策的决策。

政策制定者可通过一系列措施，创建新的公平竞争环

境，循环经济决策将在其中成为常态。这些措施包括制

定新政策和修改现有政策，从而使其符合循环经济原

则。目前的线性经济在各个阶段都会产生巨大的负外部

效应，例如社会成本，这些成本与污染、气候变化、生

物多样性丧失和水资源紧张有关，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累积。将这些成本“内化”（纳入市场机制），例如对

污染定价，可以有力地激励人们向循环经济转型。政策

制定者还可以通过体制结构和立法，确定必须计入哪些

与经济活动有关的成本。这意味着需确定由谁承担负外

部效应的成本，无论是社会因素（如不平等和健康损

害）还是环境因素（如空气、土壤和水污染）。42 通过

向循环经济转型，就有机会构建系统，内化并最终消除

这些成本。对于支持转型的私营部门来说，明确方向可

降低其投资风险。

运用政策推动扩大循环经济规模，前提是各方对系统性

的机遇达成共识，确定共同前进的方向。这将有助于避

现在应抓住势头，协调政策目标，
以促成循环经济创新的大规模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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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国家和国际政策之间的不协调问题，及其可能导致的

各方争端；此外，各国政策达成共识还有助于减少交易

成本。在一个基于线性模式且保持不变的更广泛经济体

系中，单个的政策措施往往孤立存在。各国达成共识，

共同促成系统性的转变，有助于降低这样的风险。例

如，《2019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确认了实现

目标 12 的经济效益，也指出人们往往忽视社会效益。43 

2020妘艊悞鶯僨粷䯖桹錫鲋呺粷茩槪 12艊敤詇跤䯖

誆桹 10%曧饅燍姠婮窹諎絔艊鄽牨徏㳟@敤詇䯖鍖▕

梪艊鄽牨浧媀鞣曧鄡屟艊、44 

系统转型需要跨政策领域、涉及多个部门的职权范围，

我们不应低估实施系统转型的挑战。围绕着一套通用的

政策目标，以循环经济为原则协调一致采取行动，对下

一阶段的工作至关重要。

政策制定者 
可通过一系列措施， 
创建新的公平竞争环境，
循环经济决策 
将在其中成为常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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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目标认识到向循环经济转型的政策措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
一个目标都无法单独作为系统性解决方案，尤其考虑到线性经济
的激励机制——虽然可能并不显而易见——是深深嵌入系统中
的。

有鉴于此，这些目标有意将重点放在当前线性经济模式的根本原
因上，而不只关注表面现象。这些政策目标共同形成了循环经济转
型的发展方向。

每一项目标都可以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实现，并应用

在最合适的治理层级。第二章中的政策措施示例主要出

现在国家级政府，但也可以为国际政策以及市政政策和

细则提供参考。提及的政策措施既不是详尽无遗的，也

没有进行排序，只用于说明需考虑的领域的广泛性。政

策措施都与一个相关目标直接挂钩，但由于系统的关联

性，这些措施也有可能服务于多个目标。政策措施实践

示例可详见本文尾注。

这些目标与各行业和价值链相关，并为制定具有本地特

色的政策（包括跨境的政策）提供一个发力点。每项目

标都考虑到了不同行业（如快速消费品和食物）以及长

期资产（如机械和建筑）面临的机遇。该跨行业的方法

凸显了加速转型和促成循环经济思维模式所需的共同

点，进而为针对特定材料或特定行业的政策制定进程打

开了大门。

确定共同的前进方向：
一套通用的循环经济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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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

鼓励为循环经济而设计

目标 1 的重点是鼓励为商品和服务进行循环设计 , 通过

循环商业模式促进材料和商品在系统中的存续使用，使

得价值最大化。产品政策、建筑法规、农业、土地使用

和食品政策，以及化学品指南、国际标准和贸易机会都

可以支持循环经济的转型，以确保投放市场的产品从设

计之初便将循环经济原则纳入考虑范畴。目标 1 关注上

游，其核心是通过循环设计、生产方式，以及商业模式

来杜绝浪费。

目标 2

充分利用并保存资源价值 

目标 2 通过建立提供多种循环经济闭环的资源管理系

统，来保存商品和材料的价值。该目标支持并完成目标

1 中的开环和闭环政策，并将重点从废弃物管理转向资

源管理，着重扩大产品和材料的使用范围与价值。就食

物体系而言，目标 2 还支持重新分配剩余的可食用食

物，高效利用副产品。该目标包括激励收集、分类和分

拣系统的政策，以为产品的重复使用、共享、维修和再

制造提供支持，还包括构建高质量的回收和处理系统，

如堆肥和厌氧分解。该目标支持建设二次材料和副产品

市场，不鼓励固有的线性废弃物管理模式。

目标 3

制定有利的经济政策

目标 3 确保前两个目标所采取的政策和制度得到充分

支持。目标 1 和 2 关注商品和材料循环，而目标 3 更

重视更广泛的经济、立法以及监管框架，这些框架对于

循环经济转型的经济效益同样重要。通过确保税收、补

贴、国家援助和政府资金、竞争、劳动和贸易政策以及

采购、信息披露和财会要求与循环经济原则保持一致，

本目标可以使循环经济的商业决策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若缺失了目标 3 的辅助，那么目标 1 和目标 2 所建立

的激励措施和制度就有可能永远无法真正扩大规模，甚

至可能被无意中破坏。

目标 4

投资创新、基础设施和技能

目标 4 着重于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循环经济规模的公共

财政能力。公共投资可以直接为基础设施、创新和技能

的发展提供资金，并可以为较难融资的项目释放私募资

本。对变革性商业模式、产品和材料创新，以及实体和

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是实现目标 1 和 2

的关键。对技能的投资将开启适用新机遇的经济活动，

并支持包容性的循环经济转型。

目标 5

携手推动系统变革

目标 5 主要关注如何使用系统性机制去推动循环经济

概念，并有机融合现有政策和目标 1、2、3、4 下的新

政。协调统一的国家和国际政策，是确保转型能够跨价

值链并具有包容性的关键，政策制定者也可以获得来自

执行方和用户的反馈。目标 5 还探讨了衡量和追踪进

展情况以及建立数据集，以便为决策提供依据。应注

意，向循环经济转型需要构建创新和系统思维，同时也

应考虑政策制定和治理方面的创新。



28 | 縷菅呱潘懿杳章淘溲唪翔 訅酽覈

虽然循环经济的政策目标具有通用性，但转型还需应对本地机
遇、优势和挑战。

转型的性质及其实施情况将因国家和地域而异。生产和

消费模式、行业构成、贸易流动、基础设施发展、非正

式就业规模，以及机构实施和执行能力方面的差异，都

会影响一个国家从线性经济模式向循环经济模式转型的

初始位置。有鉴于此，通用的循环经济政策目标设立了

一个总体框架，便于制定针对性政策。

在向循环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需要注意产业

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权衡取舍。例如，在许多国家（含

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石油和天然气、

矿产和金属等采掘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提供收

入和就业保障。向零碳循环经济转型可能促使这些行业

发生重大变革，因此需要制定转型规划，确保高质量就

业、社会包容和减少贫困等工作同时展开。45㫥雩㬎羮

鲋鮪㚾侸蹺炓鄽牨跤澐鮪妛鹾啔酭醁㡽勢㳛㒄慘羮艊䉯

澐媀ǹ趵、䉯澐媀ǹ趵俠誤鍎桹梽＝鞲孉粶鄽牨牆誤跤

糴苩䯖敤詇壽呯鍎雩詵飨踵㫥鲢俠誤鍎倀謾梽椨抲辭敆

慁䯖鄖錫骼髦@駱孉粶鄽牨麽過䀍、

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政策干预措施，帮助行业和产业抓

住新机遇，适应成长型市场。这包括审视目标 3 中概

述的经济、贸易和劳动政策，目标 4 中概述的培训、

再培训和创新投资，以及目标 5 中概述的透明且具有

包容性的路线图与政策对话。分析循环经济方法带来的

就业机会后可知，当解决材料消耗的政策与税收改革相

结合时，会产生积极的就业效应。46 制定和实施协调一

致的政策措施意味着政策制定者与其他关键利益相关方

（如工会、合作组织和私营部门）需要进行合作，以公

平方式实现转型。尽管转型中存在挑战，但循环经济带

来的效益将超越维持线性经济模式的成本。47

政策制定者需要确保这种转型
适用于当地境况

在向循环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政策制定者需要注意产业结构 

调整所带来的权衡取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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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目标及 
相应政策措施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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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懿杳章
淘溲唪翔 1

鼓励为循环经济而设计

本目标着眼于如何通过政策引导激励各行业大规模地向

循环设计实践和循环商业模式转型。

产品的制造、使用和消费方式是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 12（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的

关键，同时有助于其他 11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收

到成效。对于非有机物商品而言，政策目标 1

关注防止废弃物产生，并为促进循环商业模式

发展和高价值资源循环（如共享、重复使用、

维修、翻新和再制造）建立体系。同时这些高

价值资源循环也能提高其中的能源利用效率。

对于有机物质而言，本目标鼓励使用以再生方

式种植的原料，鼓励提高可堆肥性，鼓励营养

物质安全返回生物系统。本目标既适用于有机

物质，也适用于由非有机物质制成的商品，因

此有利于增强自然资本的再生能力和韧性，造

福环境与社区。 

鉴于所有商品和服务都要经历设计阶段，并通

过商业模式的选择呈现在市场上，因此有必要

从设计之初便确定循环经济决策。设计阶段的

决定会影响我们如何制造、使用和消费物品，

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出行。更重要的是，这

个阶段的决策还将决定产品将在多次迭代后仍

然具有价值，还是仅使用一次后便成为废弃物

遭到淘汰。这些决策一旦作出，就很难逆转。

 

循环设计的重点是在生产和使用阶段消除废弃

物和污染，并且确保商品及其副产品能够留在

系统中被安全使用，因为循环经济模式在一开

始就正确选择了材料和营养物质原料、设计以

及商业模式。循环设计实践还可以根据产品和

副产品的再生能力确定是否可以让它们返回自

然系统。这些方法还考虑了安全材料选择、装

配方法，以及实现多次使用的方式和循环商业

模式。例如，结合“产品即服务”的商业模式

或回收方案，创造耐用、可维修和可重复使用

的产品，或可再制造的产品。

这类思维方式可应用于包装和消费品，例如时

尚服饰、电子产品和家具，以及车辆、建筑和

基础设施。同时，虽然食品行业的特性使其有

别于产品或建筑设计，但若想采用循环经济原

则建立再生食物体系，同样需要重点考虑投入

和配料、生产技术和商业模式等问题。

注重扶持循环设计和商业模式的政策也会对客

户的选择造成影响。例如，鼓励维修、制定数

字“材料护照”，明确有机和非有机产品信息

与标签要求的政策可以为企业和顾客的决策提

供依据。循环经济标准的制定同样有利于企业

与客户建立信任，促进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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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lar design 
resources

This toolkit is for those who want to learn, 
apply, and contribute to bringing circular 
design to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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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设计可以通过政策决策来实现，并应用于各个行业。以下
内容重点关注政策如何影响产品、建筑和食物的设计与商业模
式选择。选择这些领域是由于其显著特征和它们在资源利用中
的重要性。随后，从跨行业角度讨论政策措施的示例。

通过全面的产品政策激励循环产品设计和商业模式发展

产品政策的重点是扩大材料和 / 或产品的使用范围，改

善产品碳足迹。产品政策可与现有的生态设计政策相结

合，这些生态政策重点关注产品的能源或资源效率。可

以通过一系列设计方法延长产品使用周期，如采用耐用

性设计，提高可重复使用性和可维修性，发掘再制造潜

力和 / 或提高可回收性要求。这些政策与多种产品类别

有关，从电气和电子设备、白色家电、机械和车辆等耗

能产品到纺织品和家具等其他产品。

产品政策往往包含一系列措施，同时考虑产品的特殊

性。其中两项措施是立法（加强用户维修权）和处罚

（针对计划内或提前报废）。51 前者支持更多的零部件

供应，以便开展维修工作、提供维修手册，并制定保障

和保修政策；后者则激励为产品迭代和适应性而设计。

两者都可以适当探索产品和零部件的标准化。通过调整

知识产权，为再制造和维修权提供支持，能够进一步加

强上述措施（见目标 3）。52

产品标签、标记和数字护照也可以在产品政策中发挥关

键作用。53 这些标识不仅用于告知用户产品材料含量、

耐用性、可升级性、重复使用、维修和回收选项，还能

提供产品的碳足迹和环境足迹信息。此外，还可以制定

政策，对整个价值链上的其他参与方发挥影响，这些参

与方需要提供类似信息以发挥自身的作用（如在拆卸或

回收阶段）。为避免出现混乱并支持公平竞争，应确保

采用与国际要求相一致的高标准产品信息和产品护照。

另外，可通过明确的营销和广告标准，对此进行鼓励。54

如目标 5 所述，可以通过多利益相关方对话制定并逐

步推出产品政策，推动产品和流程创新和改进。

通过制定施工和城市规划相关政策鼓励循环建筑设计

除了推出影响产品设计的政策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政策

为建成环境中的循环设计决策提供有利条件。对于新工

程的建筑规范、法规和规划指导可做适当调整，以增加

设计上的要求，以便增强资产适用性和空间灵活性，提

高建筑部件的可重复使用性和维护便利性，消除浪费。55

鉴于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的寿命长达数十年，因此需要进

行评估，以促使资产的主要资助方理解建成环境中设计

和商业模式对经济、环境和社会产生的长期影响，并且

可以在保持价值的同时，更好的利用资产。

如同产品，信息流是另一个关键方面。目标 4 中提到

的公共投资可支持智能建筑技术的发展，如能够获取建

筑物的材料类型和质量的“材料护照”，以及提供建筑

物和基础设施数据的实时数字孪生系统，56 提醒业主 /

用户及时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进行维修和保养。57 通

过此类投资，这些技术将成为建筑规范条例中的主流要

求。

如目标 3 所述，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公共采购等措施，

进一步支持向循环设计和商业模式转型。对于现有的建

筑存量，政策措施还可以鼓励按照循环经济原则进行翻

新和改造，并支持拆建而非拆除。58

通过农业、土地使用和粮食政策鼓励再生农业生产

土地使用和农业政策可被设计为激励使用再生种植方

法，维持土壤长期健康，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持水分，

生产有营养的食物。59 再生农业生产包括农林业、永续

农业和放牧管理。此外，制定养分管理行动计划可与农

药和化肥立法并进，以加强营养物质循环与上游原料的

使用。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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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物相关行业（如同建筑物和产品领域），信息获取

与共享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利用可靠食品标签体系（如

制定原产地和成分标签要求），可提高生产商的标准，

并影响采购和消费者选择。将有关信息规定与国际要求

协调，可以增强标签的影响力和竞争力。61 同时，支持

发展粮食和农业数据集的政策可以为土地使用、采购和

粮食生产过程提供依据，改善食物和副产品流向规划，

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为农民创造额外利润。62

协调化学品立法、限制和禁令，以达成循环经济成果

消除对健康和环境有影响的物质，是确保产品和资产设

计以及食物生产方法符合循环经济原则的一个重要方

面。63 因此，需充分考虑材料能否以安全的方式回收和

重复使用，并了解产品中多种物质的综合效应。64 可以

考虑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根据臭氧层和汞的相关

问题，采取预防原则，65 禁止使用无法安全管理的有害

物质。政府还可限制或淘汰与当前收集、分拣和回收技

术不兼容的材料；随着技术进步，根据循环经济原则对

这些材料进行审视。66 此外，政府可以针对如何安全处

置含有遗留物质的产品和材料提供指导意见。

关键是要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合作和国际协调，

特别是在出现材料创新和处理遗留物质的情况下，以确

保上游设计政策、化学品立法和废弃物分类立法之间的

协同增效和权衡取舍（关于废弃物立法，请参见目标

2）。67 如前所述，还应重视化学成分相关信息在本地

和全球价值链中得以流通，以确保产品和材料得到安全

管理。这将要求政府与企业采取联动并且在技术上进行

投入。

制定标准，增强信心和贸易

政策制定者与业界展开协作，能够制定和使用自愿或强

制标准和认证，建立对循环经济产品、服务和系统的信

心和信任。标准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协作。这一过程将

召集业界、学术界、民间团体机构以及政策制定者中的

技术专家共同编制。68 国际标准以及在监管机构和私营

部门标准制定机构中设立的等效标准，均是建立共识和

国际兼容性的重要手段，以避免各行其是的状况发生，

而使机构困于不同标准之中。

标准可为广泛领域提供指导意见，包括：循环经济的机

构管理；材料和营养物质投入；二次原材料；翻新或再

制造商品；以及商品和服务设计。当这些标准制定并商

定好之后，可在国家立法层面提及这些标准，并将其纳

入公共采购要求或计划性政策，以及将其纳入自由贸易

协定。这些关键措施能够确保为向循环经济转型创建更

广泛的经济条件（请参见目标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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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并保存资源价值

目标 1 支持向循环设计、生产和商业模式转型，目标 2

侧重于建立全面的资源管理制度，保证产品和材料的生

产用途和高价值。

在目标 1 政策措施的推动下，资源管理制度不

再默认对废弃物进行填埋和焚烧，而是支持商

品重复使用、维修、再制造和回收。就食物体

系而言，还支持重新分配可食用的盈余食物和

高效利用副产品。这种资源管理制度与线性废

弃物管理不同，它包括回收计划、转移使用、

可以实现高质量的回收的家庭和商业收集与分

拣系统，以及堆肥和厌氧分解等处理系统。作

为资源管理制度，它还可以提高目标 1 中商品

所含能源的效用。目标 2 还包括制定政策措施

来建立一个运作良好的二次原材料市场，同时

运用目标 3 中更广泛的经济条件促进这一市场

的发展。

政府在建立和实施该项资源管理制度时发挥着

不同作用，其中涉及到的基础设施也存在差异。

一部分为私营设施，也有一部分是公共设施，

各国内部也存在差异。实施循环资源系统所涉

及到的基础设施涵盖从地方到国家的不同规模，

囊括运输、数字和技术基础设施，以及邮政服

务等逆向物流解决方案、建成环境规划和发展

决策等。目标 2 中政策制定的关键是正确理解

循环设计和商业模式，而目标 3 与 4 均为基础

设施发展提供支持。此外，建立资源循环系统

可以带来多重可持续发展目标效益，特别是在

健康和卫生方面。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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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税收和公共采购，刺激高价值资源循环和二次有机

和非有机物质市场

多项政策措施，特别是财政激励和公共采购措施，能够

被用于激励和支持高价值循环商业模式（如商品的维修

和再制造）、共享模式，以及大批量、高品质二次原

材料的使用（包括可回收原材料和有机副产品）。71 例

如，减少销售税或退税和免税可以鼓励商品维修或再制

造，建筑物改造或翻新，有机废弃物分离，以及食物重

新分配。72 税收（直接和间接）也可以用作一种具有针

对性的激励措施，例如对于不含再生成分的产品加税，

或对含有再生成分的产品制定退税政策。73 公共采购还

可以创造市场需求，展示解决方案。74 目标 3 进一步

探讨了通过税制改革和公共采购，为循环设计和商业模

式提供支持，从而为循环经济创造更广泛的经济市场条

件。

通过生产者责任延伸政策和押金返还制度，加强循环经

济成果

生产者责任延伸政策（EPR）要求生产商对于其投入市

场的商品的收集和分拣承担经济责任。普遍认为，这类

举措可以有效确保获得收集所需的资金，并在世界范围

内适用。尽管 EPR 方案的有效性与影响一国收集率的

多种因素（如资源分类条例）相关，但仍有助于提高以

回收为目的的收集率。75 大多数措施是强制性的，由立

法推动，其中包装、电子产品、轮胎和汽车电池等均

属重点项目。76 EPR 方案，特别是与其他政策措施、

现行家庭和商业收集和分拣方案配合使用时，可以有效

减少最终处理的废弃物数量，减轻公共预算的压力。77 

EPR 方案的设计不仅有可能增加生产者的财务责任，

为收集计划提供资金，还能激励生产商采用循环设计和

商业模式，例如针对物质流的费用、数据和透明度进行

生态调节，以及不同方案之间的协调统一。78 

押金返还制度（DRS）在支持收集和分拣政策以及资

源管理目标方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DRS 是一种基

于市场的特定工具，创造了一种经济激励措施，确保

以适当方式收集商品，即通过预付定金向客户提供激励。79

这些计划有利于重复使用模式，实现较高收集率，例

如，对 PET 瓶实施押金返还制度的国家，其收集率高

达 98%。80 押金数额的设定通常会对收集率产生影响，

并支持安装和运营成本，同时有利于提供信息量更丰富

的标签，增加方案的适用性。81 作为循环经济中从废弃

物管理到资源管理转型的进程的一部分，DRS 有助于

节省公共成本。82 与目标 1、2 和 3 中支持二次原材料

市场发展和淘汰一次性用品的其他政策措施一起，EPR

和 DRS 都可以扩大以重复使用和回收为目的的收集的

规模。技术和数字解决方案的进步有可能进一步提升这

些方案的有效性。

审视和完善废弃物立法中的资源分类

如今，废弃物立法已成为决定商品和材料使用周期结束

后去向的关键因素。资源分类可以扶持或阻碍与回收、

重复使用、维修和再制造有关的活动。83 解决现行废弃

物立法中的这一问题，延长符合循环经济原则的材料的

使用周期，可以带来经济和环境效益。此外，还可以通

过创造设计和资源管理就业岗位带来社会效益。协商国

际材料和二次材料的定义，有利于确保顺畅的跨境资源

流动，并进一步支持向循环经济的协同和规模化转型，

为产品和建成环境材料的重复使用、维修、翻新和再制

造创造更多机会。在循环经济中，上游政策（如目标 1

中有关产品、建筑和基础设施，以及食物和有机物质的

政策）、化学品立法（同见目标 1）和废弃物立法之间

的相互关系与互补性，是促进建立全面资源管理循环系

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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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收集和分拣政策，推动有机和非有机产品与物质持

续流动

虽然目标 1 的政策措施可以带动循环经济解决方案的增

长，实现重复使用、维修和回收循环，但目前仍需要在

家庭和商业收集计划中分离资源流，以实现各种后续资

源循环。例如，收集和分拣计划可支持可回收原材料的

生产和制造生物肥料、饲料和堆肥等商品，同时有利于

分拣和准备适于维修和重复使用的产品，有利于确定可

纳入材料交换平台的材料。尤为重要的是，需将生物和

食物废弃物从干性材料流中分离出来，以避免污染非有

机物质，并确保有机养分和腐殖质能够作为有价值的副

产品供后续使用。84 干性材料（如纸、纸板和硬纸板、

玻璃、塑料、金属、木材、纺织品）的单独收集和分拣

计划也有助于制造高品质的二次原材料。85 

在全球范围内，约 70% 的传统固体废弃物管理服务由

地方公共机构监管，其余则由其他各级政府、市政间协

议、公私混合实体或私营公司管理。86 在结构允许的情

况下，各服务部门之间的协调和统一可以降低业务成

本，加强技术能力，并改善合规情况；同时采取信息标

签等措施，为用户和其他价值链上的参与方提供支持。87

市政当局与私人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还可能影响区域

和 / 或针对性政策变化，如取消或扩大废弃物处理设施

的集水区范围，或在地方规划政策中重新调整废弃物进

出回收设施的运输里程限制。88 当地气候、城市或农村

环境、建成和数据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适当的交通通

达性等因素，均有助于设计和实施这些计划。

通过空间规划政策，支持有机和非有机商品和物质流，

促进运输基础设施发展

空间规划政策可以影响建成环境的设计和开发，从而影

响商品和材料流动。这些政策还影响企业间的行业共

生，为厌氧分解工厂和堆肥中心等资源管理设施选址

提供参考。89 这些决策有利于节省相关工艺和物流运输

的运营和成本费用，如供后续农业使用的有价值的副产

品。规划指南也有利于建立循环材料中心，由专有物流

链或储存设施提供服务，例如用于盈余食物重新分配和

替代性用途，或满足材料交换存储要求。90 空间规划

还可以促进建立重复使用和维修中心，不论该中心位于

资源管理设施附近还是市中心。通过这类规划举措，政

策制定者还可以修订认证体系，例如把要求拆除计划和

报告碳排放量纳入其中。虽然国家政府通常负责制定国

家框架，但地方政府在规划这件事上具有重要责任，包

括执行的责任。91

协调进出口流量，确保与资源管理能力相匹配

除了推动制定支持循环经济的强制或自愿标准（如目

标 1 所述），政策制定者还可以对受污染的和难以回收

的进口或出口材料施加限制措施。 反之，政策制定者

也可以制定正向的激励措施，促进那些支持高质量循

环经济资源管理的物质流进行贸易。这些措施可以促使

各国改进循环经济实践，让进出口流量更好地适应循环

经济，提高其国内和国际循环资源管理能力。目标 1 中

鼓励向循环设计和商业模式转型的政策为该转变提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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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标 1 和目标 2 之间的互补效益

示例，请参见图 8；关于所有目标间

的相互联系，请参见第 54-55 页。

持，让资源管理循环能够创造出更有价值的后续使用选

项。政策制定者可以在国家层面作出行动决策，例如近

期亚洲出台的进口限制措施。国际层面的协调也发挥着

重要作用，可以通过《巴塞尔公约》和世贸组织协定等

条约实现。92 如目标 3 所示，将循环性要求纳入贸易

政策和贸易协定之中，可有助于将以上的政策措施更进

一步。

减少垃圾填埋和焚烧

在循环经济中，产品和材料至少应被回收，有机废弃物

被用于堆肥、厌氧分解，和 / 或副产品用于制造生物材

料和其他产品，投入生物经济。填埋和焚烧则通过设计

被淘汰出这个系统。在转型阶段，设置填埋和焚烧上

限，有助于激励上游解决方案的创建——如果这些解决

方案能够融入更广泛的循环经济资源管理转型。除上

限外，其他政策措施，如焚烧和填埋税、倾倒费、垃圾

按量收费计划、禁止某些物品（如有机废弃物）填埋，

以及禁止销毁未售出或退回的商品等也能为转型提供支

持。关键是，这些措施应与向循环经济设计和商业模式

转型，以及向循环资源管理系统的转型同步进行——包

括重复使用和维修机会、二次原材料市场、收集和分拣

系统。93 上述所有措施均有助于避免未来继续使用填埋

和焚烧基础设施，并最终使得淘汰这些设施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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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 效益示例

 

• 循环商业模式可以为耐用品和易腐品创造新价值： 

耐用品的循环商业模式可以通过提高资源生产率（如

产品即服务或共享模式）、节约成本（如翻新和再制

造），以及与客户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来创造经济价值

和环境效益。94 循环经济转型也能惠及已经受到线性

外部因素影响的企业，如每年造成沿海产业 130 亿

美元损失的塑料污染问题。95 加强当地的食物供应链

还可以减少过度包装，缩短分销链，从而为生产商

和消费者节约成本，提高应对供应链中断的韧性。96 

2017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20% 的企业将降低线性风

险（如资源短缺、价格影响、供应连续性和偏好变化

等风险）视为向循环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97

目标 2 效益示例

• 逆向循环为公共财政提供支持： 

通过奖惩结合的方式增加私营部门在资源管理中的责

任，为公共资源管理提供资金，并有可能形成上游循

环经济设计和商业模式激励。采用 EPR 方案为公私

部门共同管理资源提供机会。98 生态调节费有助于激

励向目标 1 所支持的循环设计和商业模式转型。一项

关于遏制塑料污染浪潮的研究发现，考虑外部效应的

政策越多（如选择原生塑料税或 EPR 方案），产生

的创新动力越显著。这也适用于另一种情况，即如不

采取行动，每年企业预计将面临 1,000 亿美元的财

务风险。99

共生关系：目标 1 和目标 2 如何
相互联系，从而实现经济、环境
和社会效益。

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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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设计可以在满足用户首要需求和实现环境效益的

同时，释放副产品和二次材料市场的未来价值：

进入资源管理系统的物品从设计之初便具备可回收和

/ 或可加工性能，因此为循环经济设计产品可以提高

回收的质量，从而创建副产品和二次原材料市场。一

项研究发现，重新设计塑料包装（通过选择版式、材

料、添加剂和颜料）可对回收经济产生高达每收集一

吨可获 90-140 美元的积极影响（相当于为经合组织

国家创造 11-16 亿美元）。100 循环经济激励再生农业

生产，增强土壤健康和保水能力，提高生物多样性和

健康，并通过开发生物经济副产品，创造新收入。101

• 分离材料收集流和二次原材料市场带来经济和环境价

值：

在东南亚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如家庭废弃物未分

类，那么其处理成本是综合废弃物管理系统的五倍。102

此外，如果一个系统能够收集和分拣资源，那么它将

成为加工技术和二次原材料市场实现规模经济的关

键。103 进一步的研究预测，如果改善资源管理流程

并收集所有可回收的材料，那么英国可增加 14 亿英

镑（约合 18.9 亿美元）的收入。104 另外，每公斤二

次材料造成的环境影响预计低于初级原材料的环境影

响。105

• 循环经济设计和商业模式的发展能够创造就业和培养

技能：

激励循环商品和服务的设计有利于在一系列广泛领域

创造就业和培养技能，这些领域包括从材料科学到数

字技术以及专业服务在内的各行各业。向循环方案转

型也可以在重复使用、维修、再制造、回收活动中创

造就业、培养技能，同时上游设计将在其中起到关键

作用。在转型进程中，还需关注持续发展的正式和非

正式的安全工作环境。106 上游变化也有助于避免废

弃物和污染物泄漏到环境中，从而对旅游业或渔业等

行业的生计构成威胁。在荷兰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

2015 年共有 81 万个循环经济工作岗位，其中 53%

分布于维修、再制造和回收领域，其余 47% 则与设

计、循环商业模式和伙伴关系的发展以及数字技术和

数据分析的结合等相关。107 

•  通过循环经济资源管理，创造就业、培养技能：

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通过回收且维修和再制造建立

的一个逆向循环的多元系统可创造净新增工作岗位，

帮助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108 与关注重复使用的这

些研究类似，加利福尼亚的一项研究发现，相较于垃

圾填埋或废弃物焚烧，回收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领域

可以创造更多更高收入水平的工作岗位。欧洲另一项

研究发现，提高再生材料目标，可直接创造 322,000

个回收工作岗位，并带来其他积极的间接就业效应。
109 每回收而非焚烧 1 万吨资源，便可创造 36 个新的

工作岗位。110 尽管总体净效益的评估工作仍处于初

期阶段，但经合组织的研究显示出就业总体会出现净

增长，加之税收改革的支持（见目标 3），净效应可

能达到 2 个百分点左右。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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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懿杳章
淘溲唪翔 3

本目标关注创造扩大循环成果规模所需的经济条件，从而促进

目标 1 和目标 2 所关注的资源流动。

现行的主导经济政策源受到线性经济的深刻影响，并为

线性经济服务。重新设置竞争环境，使循环经济决策而

非线性经济决策成为常态，这对于确保转型在长期取得

经济上的成功至关重要。经济政策措施影响每个机构的

运行方式。它们可以为私营部门参与方提供激励措施，

改变投资、商业和消费者行为。如果忽视该目标，那么

目标 1 和目标 2 所建立的激励措施和制度就有可能永远

无法真正扩大规模，甚至可能遭到无意破坏。

通过协调经济政策措施与循环经济原则，政策制定者和

其他公共机构可创造适用条件。其中包括制定新政策，

调整现有政策，以及消除财政和贸易政策方面的现有政

策障碍。112 通过为公共财政附加条件，协调补贴政策和

利用公共采购，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还可以增强应对未

来系统性冲击的韧性。 通过与金融、数字等其他关键

扶持行业的参与方合作，政策制定者能够针对投资决策

和数字化发展制定和协调监管规定，支持经济向循环模

式转型。

改变基本的经济激励措施，可以带来巨大效益。目前，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污染和其他日益严重的负

外部效应成本仍未被计入定价。原始材料的开采、土壤

退化和污染，以及产品的使用和处置，都没有体现其全

部环境和社会成本。当前的财政制度也不能促进循环

性。 在公私采购中，对前期采购成本的关注过高，可

能会忽略对长期经营成本的评估。113 同样，对短期价格

竞争的过度关注，以及对长期非价格因素的考虑欠缺，

都主导了当前的竞争政策，但环境和人类健康为此付出

了高昂代价。114 虽然金融业内部正在进行转型，但许

多金融机构仍认为循环经济创新和商业提案成本高、风

险大，同时却低估了线性投资的风险。115 因此关键是将

经济框架与循环经济原则相协调，以创造规模化的最佳

市场条件。

制定有利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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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同唪翔 3侊淘溲授同夥绷

将税收与循环经济成果保持一致

需要制定一系列财政措施，为循环经济转型提供支持。

目标 2 中已指出一些支持循环资源管理系统的财政措

施，如降低维修或重复使用费率和生态调节的 EPR 费

等。在此之外，财政措施还包括：研发税收减免和鼓励

循环机遇投资；为减少废弃物产生或使用再生成分的行

为提供税收激励；以及为按照循环经济原则建造的建筑

物减免财产税。

此外，对不可再生资源而非劳动力征税，对于支持向资

源密集度较低的做法的转型发挥重要作用。116 对资源

而非劳动力征税，可促进循环经济创新和发展，让税

收制度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117 Ex'tax 项目发现，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政府以污染和资源使用税替

代劳动税，促使 GDP 增长 2%，创造了 660 万个就业

岗位，碳排放也因此减少了 8.2%。例如，可以通过对

自然资源的使用和污染定价，或通过对原始材料征税，

对开采和材料生产造成的排放实行碳价，将资源、生态

系统服务和外部因素的价值纳入价格。118 在经济体系

内考虑社会和环境影响，有助于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创造

公平竞争环境。119 这个过程将涉及一个转型阶段，在

这个阶段，部分服务和项目价格可能会变得更加昂贵，

同时新商业模式和服务也会不断发展壮大。因此，需制

定保障措施，推进这类税制改革，避免对弱势群体产生

累退效应。120 在国际机构的支持下，各国之间的协调

工作将发挥重要作用。

调整补贴政策，推进转型

目前，需采取公共干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

性危机，促使经济发展适应全球挑战。121 有关过去的绿

色刺激方案的研究凸显各项措施在实现转型过程中必须

发挥的关键作用，包括补贴改革措施。122 据估计，取

消化石燃料补贴或可带来 2015 年空气污染致死人数减

少 42%，同时全球净经济福利收益超过 1.3万亿美元。123

根据竞争规则，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补贴促进未来增长

和就业领域的发展，这对向循环经济转型至关重要。将

新的补贴和资格标准与循环经济原则相协调，可通过以

下方式实现：补贴那些希望加快采用再生农业方式来生

产食物的农民；124 为农村地区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提供

补贴；125 或者为在生产流程中鼓励使用二次原材料提

供补贴。126 如已制定商品补贴措施（如糖和奶制品），

可逐步将再生农业生产标准设为一种资质或将补贴重新

用于补偿农民的生态系统服务。尽管直接提供资金和减

税分配已成为主要补贴形式，但国有公司和银行等公共

机构也可以凭借其他途径，补贴经济活动和行业。例

如，以优惠的利率提供贷款和担保，控制价格，以低于

市场价位的价格提供土地和水等资源。取消违背循环经

济原则的补贴，重新思考补贴结构，对于大规模推进经

济转型至关重要。

对国家援助和政府资金附加条件

政府还可以设置国家援助和国家基金附加条件，引导社

会向循环经济转型并提供公共产品。国家援助和国家基

金包括国家或通过国家资源实施干预措施。这些干预形

式多样，包括赠款、利息和税收减免、担保以及以优惠

条件提供商品和服务。这些方法虽然与上述政策措施存

在重叠部分，但作为短期干预措施却起到不同作用。新

冠肺炎疫情凸显了政府在塑造向资源效率更高的经济模

式转型中可发挥的强大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设置公共

基金附加条件实现的。127 虽然全世界已经宣布了数百

项政策，但大部分刺激资金仍流向现有行业，对这些行

业中长期可持续性和韧性的支持非常有限。128

审视竞争政策，促进团结协作

在各价值链与各行业内构建新的协作与合作形式，方可

运行循环经济。竞争主管机构往往注重经济因素，鲜少

考量商业合作的环境和更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有迹

象表明，竞争监管机构出现了一种新趋势——人们逐

渐认识到其他因素的价值，特别是环境效益。129 仅以

经济为中心去理解消费者权益未免狭隘和短浅。审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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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竞争法，使之适应循环经济，则有利于确定公司之

间，特别是竞争者之间是否需要进行对环境有益的协调

和沟通。130 如果不审视现有法律或其适用性标准，就

有可能因为担心违法而阻碍在价值链中进行创新协作与

合作。131 

修订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的跨国机制需适应数字时代和循环经济转型。

一方面，知识产权会阻碍新技术和机会（例如，再制

造、维修或化肥创新相关的技术和机会），从而拖延循

环经济的转型。另一方面，如果积极有效地利用知识产

权，那么可以鼓励创新、私人投资、知识共享和协作学

习。132 政策制定者在权衡知识产权与更好的透明度的

同时，可以确保知识产权仍然是循环经济和新商业模式

出现的关键有利因素，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133 这包

括修订支持再制造实践和维修权的知识产权。134

实施支持转型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循环经济能够创造高质量的本地化工作岗位，这些岗位

能够适应技术变革。135 然而，向循环经济转型也将造

成就业机会的结构性变化（另见目标 4 技能投资相关

内容）。可能面临重大转折的行业（如采掘业和初级材

料生产商）需要认识到公平转型的先决条件，制定相应

的主动和被动劳动政策。136 其中包括技能培训和升级、

劳动力重新部署、失业保险和福利以及其他适当措施，

从而为深受转型不利影响的企业和工人提供支持。137

向循环经济转型也会对农业乃至分拣、维修、回收等领

域的非正式行业劳动者产生影响。非正式经济在各类国

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非正式行业劳动者有机会从

不断增加的循环活动中获益。劳动政策可以关注非正式

行业劳动者，制定健康和安全标准，发展非正式部门机

构和合作组织的管理能力，提供技术和技能支持，促使

非正式行业劳动者充分融入循环价值链，并从不断增加

的循环活动中受益。

将循环经济纳入贸易政策

向循环经济转型意味着既要延长产品的经济价值，又要

增加二次原材料的使用，因而对贸易流动产生了影响。

为实现循环经济转型规模化，贸易政策和贸易协定是政

策制定的关键领域。138 由于将贸易政策与循环经济相协

调的工作超出了国家层面，故而需要开展跨国合作。139

根据目标 1 和目标 2 所述，材料回收和资源管理是制定

进出口国际标准和政策的重要因素。贸易协定也能确保

公开交易可回收的材料，扩大具有经济可行性的投资的

规模。贸易领域的其他潜在政策干预措施包括：对循环

产品实施零关税；将循环性因素纳入具体的行业政策和

监管行动；促进行业内某些商品和服务的贸易活动（如

环保商品和服务）；以及加强具体行业贸易相关的监管

框架。140

利用公共采购开发新的市场

公共采购者和企业采购者的采购实践都有助于扩大循环

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对于公司来说，政府可以利用其庞

大的采购能力，将符合循环经济原则的要求纳入投标，

从而创造对循环经济解决方案的需求，加速转型。141 省、

中央和地方各级的采购工作也可以利用各种方法，进一

步增加循环经济机会。这包括为公共机构采购的商品

（从办公用品和服装到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制定标准、

界定循环要求，以及酌情在当地采购（例如食物，同时

有利于缩短供应链，减少包装需求，并提高韧性）。142

通过在公共采购中纳入循环要求，建立门户网站，列明

促进转型的公开招标项目，政府可借此提高私营部门对

循环经济机会的认识，并展示创新的资源高效型商业模

式。143 这种方法可以为结果导向型采购创造机会，涵

盖外部因素成本，并优先考虑长期社会和环境价值。144

然而，必须指出，向循环采购实践转型可能需要修订一

系列更广泛的政策法规，以支持循环经济商业模式。145

利用分类和披露要求确保透明度

将循环经济实践进行明确细致的分类，可为金融系统的

所有参与方建立一种共同语言，如《欧盟可持续金融分

类方案》。146 由此产生的透明度和信任度有助于投资

者发现并抓住循环经济机遇。透明度还可增强客户意

识，让他们做出更好选择或对企业施加压力。政府和金

融监管机构为循环活动建立标准化定义和衡量标准，提

高透明度。同时，强制性披露要求鼓励投资者进一步了

解当前线性系统的相关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和稀缺、

滞留资产、客户需求变化、声誉损害），抓住机会创造

循环经济价值。147 此外，大量国际活动主要关注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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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风险，以及其他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然而，

大部分活动较为分散，没有认识到循环经济是解决方案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48 如前所述，将线性风险纳入

财务模型可以加强财务决策，进一步刺激向循环经济转

型。149

修订会计规则

标准制定机构还可审视和修订国际会计规则，以便对循

环型企业进行更有代表性的估值。150 这包括：对在多

个寿命期内保持价值的循环型资产（如建筑材料），采

用折旧和剩余价值办法；认识到资产的维修和翻新成

本，使之与循环商业模式的经常性收入流相匹配（例如

“产品即服务”模式）；以及确保税收规定可以反映循

环商业模式的特点。151 目前，关于会计披露要求的相关

工作正在进行，但这些要求往往未能与循环经济相融。152

许多国家及其会计委员会也在制定自然资本办法，旨在

将环境外部因素纳入国家会计和决策。153 它们也提出

了一些建议，帮助公司辨别气候相关财务风险的重要

性，并作出相应的判断。154

审视数字和数据管理

嶼鱖䀍徏斶叄叿羠訵恖梮雩镾椥俋鰱釣㫧孉粶鄽牨僨

嗴、籌偧䯖㫥鲢墡錨詵飨抲䗮棞旿敱籹䯖扢㫧鮃佈擊姾

牣㳝䯖謙啨蘙㢹㬅䯖妛㬦㫓翄厸縟烏妕詬鎢媰嚙炓醮龈

咲艊鎽跀䯖敘櫞壽㬬羠噯囈梕䯒藥愥辭姉䀍䯓䯖婜䂏鲲

閔羠噯囈梕䯖㫧鍖鮪昦縟趵浧媀踽牐誼昷䉳僨慽慘羮、

羾鲋㫥鲢恖梮嬔嬔曧昦蠻恖梮䯖荁饅苳諎墡慘鞣侐鲋㡽

澒䅆瀇、罌澑䯖姉悁賓梽＝壽呯棷籌䯖鮪宍㒄暚樰懪孉

粶鄽牨㫧ǹ販㚨、155 首先是哪些公共数据与向循环经

济转型有关，并在不损害数据隐私利益的情况下免费提

供这些数据。政策制定者还可以直接与私营部门合作，

确定并解决阻碍开发和部署数字化服务与新循环商业模

式的障碍（如标准、服务费、地理封锁、采购和税收规

则）。事实证明，根据循环经济原则，利用并推广数字

革命可增加预期效益。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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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创新、基础设施和技能

本目标的重点是利用公共财政能力，投资循环经济机会和技能，

调动私人投资。

该项目标探讨了在研究、创新，以及有形和数字基础设

施等领域，如何利用公共财政能力进行投资并调动私人

投资。有利可图的循环商业模式通常能吸引私营部门投

资。但在向循环经济转型的进程中，一些领域还是需要

公共资金或混合融资。目标 3 中提到的几项政策措施

（如分类、披露和金融监管）可以进一步加强这种投资

动力。此外，目标 4 还关注在教育、再培训和创造就

业方面的投资。投资再培训计划和新就业机会具有重

要意义。因为它们是确保向循环经济转型的有效性与包

容性的关键。新冠肺炎疫情已对经济造成显著影响，因

此，公共复苏资金的投入应符合循环经济原则——创造

更好的增长机会，带来新的公共收入来源和额外的公共

利益。157

公共资助的研究和创新计划对于转型而言至关重要，有

利于提出新循环经济洞见，推动长期创新。 如今许多

众所周知的技术突破（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触摸屏

显示器、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等）均获得了

国家资助。在向循环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需要有针对

性地投资基础设施、产品和材料创新、再生农业食物生

产创新，以及新商业模式和技术（如数字化共享和转售

平台，利用 3D 打印或 AI 分类技术进行的去集中化生

产）。对材料选择的研究和创新进行投资很重要，有利

于确保为市场而设计和投放到市场的产品（目标 1）与

创建一个促进价值循环的资源管理系统（目标 2）二者

相辅相成。对长期创新进行投资也有利于解决向循环经

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重大瓶颈。例如，通过一些支持二

次材料与原始材料在质量和成本方面相竞争的解决方

案。这些举措结合目标 1 和 2 中概述的政策措施，可由

目标 3 中创造的市场条件进一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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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风险更大、期限更长的商业模式和材料创新，特别
是重资产创新：虽然可以开发多种循环经济产品和

服务——并且现在已经在这么做了——但在材料、

生产和交付模式方面仍有大量的创新需求和机会。

例如，有许多类型的物品（如多材料包装、混纺织

物和其他从设计之初便没有考虑易于拆卸的复合材

料）目前无法以经济上可行的方式进行堆肥、回收

或再制造。尽管这是向循环经济转型的基础，但这

种长期材料创新往往很难吸引私营部门资金。

2.  基础设施和相关费用：基础设施的前期投资，以及

持续运营和维护成本往往较高，私人融资前景仍不

明朗。公共财政可以直接或通过混合融资方案，释

放基础设施资金，并通过增加项目的可投资性吸引

私人资金。158 这类投资的领域十分广泛，涵盖从塑

料和纺织品收集到建成环境基础设施、支持再生农

业食物生产的农业设备以及数字联通性等。

3. 技能和就业投资：公共部门在对人员和技能投资方

面起重要作用，能够确保循环经济转型带来的效益

具有包容性。159 农业、建筑业和耐用品等行业的现

有从业人员，以及中小型企业的员工都亟需技能和

知识培训。同时，在设计和生产、维护和维修等行

业出现的新工作岗位，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数

字和手工技能培训，获得公共投资支持。这种投资

可以帮助缩小潜在的技能差距，创造平台让私人融

资项目得以实施。纵观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影

响及随后复苏工作，投资技能培训与再培训具有特

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蹕 9

乘诚骚誹窝档ě抹莲8谨

绅惹璣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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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课程

所有经济行业都需要培养循环经济技能和知识。政策制

定者在学校和终身学习课程中引入并纳入循环经济概念

和思维方式，可以让年轻一代积累相关行业和未来岗位

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包括化学、立法、商业活动、行为

科学、建筑和食物生产等领域。160 芬兰等国政府已经

将循环经济纳入主流教育和国家课程，法国也有意将循

环经济融入现有的主流教育，而马来西亚则承诺将可持

续发展目标 12（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纳入

正式教育大纲，为循环经济学习创造机会。161 在《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即将举办之

际，EarthDay.Org 发起了一项气候与环境扫盲运动，

倡导中小学教育设置气候教育必修课。162

培训方案和培养制度

各国政府还可以制定循环经济培训方案和培养制度，结

合其他公私实体，增强循环经济能力建设。163 培训项

目应将农村和城市地区的需求均纳入其中，并建立同伴

网络。这些方案还包括供资机会，例如，为希望加快向

再生农业食物生产转型的农民提供资金。164 针对具体

情况的培训和教育方案也可以同时实现多个政策目标，

包括电子废弃物再制造、创造就业和数字融合。其中代

表性一例是巴西贝洛哈里桑塔市（Belo Horizonte）推

出的一系列计划，如计算机修复中心。165 这些不同类型

的方案反映一个全世界的共同愿景，即确保循环经济相

关的新工作岗位是“体面的工作”（符合可持续发展目

标 8）。这与目标 3 以及审视循环经济的主动和被动劳

动政策的必要性直接相关。如目标 5 所述，各国政府

已经利用现有的参与机制，让工人和工会参与到确定劳

动力市场的未来需求及规划相应能力建设的过程中。

系统变革方案的研究资金

为加速循环经济转型，公共和私人研究资金是形成洞见

和解决方案的关键。公共基金可以支持广泛的研究领

域——如深入研究有机和非有机材料，发展支持循环装

配技术的生产流程，建立再生农业食物生产示范农场，

推动组织和商业模式创新，以及研究本地化基础设施解

决方案。166 应对特定挑战的挑战驱动型或任务导向型

公共创新基金可成为政策制定者资助研究和试点项目以

及早期商业项目的另一条路径。167踵鑫獿駱鑫㓦鄡屟

鄽牨艊跀酛屟䖇誤罌踃䯖扜㚮偧駁陸桽㫥鲢罌踃䯖㫤詵

飨悅駱㡊㳟敆慁侸叧蟨嶗㣮叧蟨蔠裮、168 大学在推动

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从突破性研

究到培养未来的劳动力，再到校园管理，甚至教育机构

附属下的循环经济孵化器发展项目无不受其影响。169

支持创新的早期风险资金

一些循环经济产品和服务具有创新，实现这些产品和服

务的技术同样具有创新性。这就意味着它们在当前市场

上往往被评为高风险投资。利用早期公共资金建立概念

论证，对于刺激进一步的私人投资非常重要。170 公共

支持的循环创新投资还可以创造公共收入来源，实现回

报和再投资，并从创新中获得额外的公共利益。171 中

小型企业以及大公司均完全有能力开发新的方法，以创

新来工作。一些公共基金（如苏格兰的循环经济投资基

金）已初具规模，为创新型循环经济中小型企业提供

支持，但仍需要进一步的投资。172 例如，芬兰独立创

新基金——芬兰国家创新基金会已承诺投入近 1 亿欧元

（约合 1.21 亿美元）用于风险投资基金，投资芬兰中

小企业，并大力发展各年龄段的教育。173 部分中小企

业已从该基金中受益，包括：Sulapac，塑料替代包装

的开发商；Swappie，专门从事二手手机的维修和销

售；以及 RePack，为 B2C 市场提供可重复使用的包

装。通过鼓励和引导公共投资，政策制定者为向循环经

济转型提供支持。

 

为基础设施和创新提供混合融资解决方案

对于更难融资的基础设施和风险更高的长期创新而言，

混合融资解决方案可用于弥补投资缺口。混合融资解决

方案利用发展资本来减轻投资者的风险。这包括混合工

具（如保险或担保）和混合载体结构（如提供第一损失

保障的分层基金，或技术援助附带设施）。这些工具和

结构特别有利于各行业的基础设施和创新投资，实现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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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经济；此外，也适用于食物和土地利用系统。174 混

合融资的三种主要方法包括技术援助、风险承保和市场

激励措施，如配比资金。175

侸㫅婩僨䀅ǹ嶗婩僨㳟@梽椨詵飨喥䎋茩酁椨嶗謙啨

䏣䅺抲辭饉㛨嶯㓄䯖煢媆桖侸蟔鳏㡊梪、㫥詵飨㚯錨

桹慙徔屟艊䎋茩桖錨悅㡊屟䯥籌偧䯖漥爳悅㡊䀅ǹ艊

InnovFin@㡊墡錨䯖踵姠婮窹敒䇗嶗暆梕▕蕬攝昦抲

辭㡊㳟、176 欧洲投资银行拥有大量融资产品和工具。

过去五年间，欧洲投资银行已为循环经济项目提供了近

25 亿欧元（约合 30 亿美元）的贷款，这些项目包括

废弃电器和电子设备的收集和回收，以及融合循环经济

原则的城市基础设施。177漥茒委员会即将出台的其他

计划包括“投资欧盟（InvestEU）”，178 旨在利用欧

盟预算担保调动私人投资；还包括欧盟创新理事会试点

项目，旨在为创新者、企业家、小公司和研究人员提供

支持。“投资欧盟”将部分致力于可持续转型，这对于

实现欧盟环境目标，特别是公正转型的目标而言至关重

要，因为该计划也是“公正转型机制”中的一部分。

有形基础设施

政府可以为循环经济的基础设施提供配比基金或（共

同）直接投资，这些基础设施包括逆向物流、回收能

力、去集中化和模块化基础设施，或二次原材料平台

等。 除了 EPR 和 DRS 等依赖于核心资源管理系统的

方案外，还包括对急需的资源管理系统的投资（如有机

和无机物质，以及营养物质收集、食物重新分配、二次

材料和副产品的资源化利用）。179 一个基础设施混合

融资的例子是 Generate Capital 公司。该公司建设、

拥有、运营和资助去集中化的、模块化的、具有韧性的

基础设施，涉及可再生能源、交通、水、废弃物和农业

（如厌氧分解器、充电站、微电网）。180 循环经济要

求基础设施投资既要有利于规模经济，又要有益于分散

的和本土化的解决方案。

数字和数据基础设施

数字基础设施是另一个优先投资领域，因为目标 1 提及

的循环经济设计和商业模式，以及目标 2 中的循环资

源系统都能受益于连通性和数据。在城市地区，3D 城

市模型和协作数据平台可以让不同行业的用户测试概念

和服务，改善规划和决策，协调技术研究，解决新出现

的复杂挑战，创造更宜居的城市。183 在农村地区，连

通性和数字基础设施可以帮助农民获得培训，访问在线

市场，以直接面向城市消费者销售产品，增加利润。182

数字基础设施还可以支持材料流的物流，例如当农民有

盈余产品并希望与潜在买家建立联系的时候能够发挥作

用。183 

国际援助资金促进跨境能力建设

国际援助资金可用于支持高价值的循环经济机遇和能力

建设，惠及地方经济，扶持循环经济商品和服务贸易。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制造能力提升、184 食物生产和储存

设施、185 基础设施投资，186 以及技术援助、研究资金、

循环经济战略和政策对话的能力建设等。187 因缺乏资

金和机构监管能力，许多欠发达国家没有建立适当的废

弃物基础设施，导致废料泄漏到环境中的事故屡有发

生。援助资金的流入有助于实现循环经济目标，促进材

料收集和回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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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推动系统变革

本目标关注“如何”为系统变革制定政策——制定新政策和协调

现有政策的机制，在整个经济范围内实现系统性循环经济转型。

该项举措需要以创新方式调动公共、私营和民间团体所

有行动方的参与。私营和民间团体机构，包括来自整个

价值链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是本项举措的重点。这不仅

是出于循环经济转型的性质（一种深刻的经济模式转

变），也是因为政策设计、实施和执行需要多方的参与

和各方面的技能。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在地方、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建立坚实

合作伙伴关系。多方协作有助于充分利用专业知识，打

破政府内外往常各自为政的局面。尤其应注意，缺乏整

合和对话必然只能带来渐进式变化。一项评估发现，各

国政府在 2007-2009 年金融危机爆发期间颁布的一系

列政策中有很多都未能实现既定的综合目标，原因是政

策制定者们将就业和增长等优先事项分而治之。189 由

此可见，协作、合作与整合可以在从地方到国际的最有

效的层面建立必要的政策一致性和协调性，同时还可加

强制度能力建设，推进系统变革，不应低估制度能力建

设的必要性。

循环经济转型等系统变革是动态的，因此创新和衡量都

发挥着重要作用。向循环经济转型需要利用系统思维推

进创新和发展。随着创新和技术突破的不断出现以及见

解的不断深入，应对和适应能力变得非常重要。决策和

治理的创新也将发挥作用。将政策与价值链发展中跨学

科的协作方法应用到衡量与追踪进展的工作中，不仅有

助于应对全球系统性挑战，还能带来收益。190 如何衡

量以及所衡量对象的创新都十分关键，因为在向循环经

济转型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价值有时候无法被当前工具所

完全捕获：需要开发一种侧重物质流和反馈回路的方

法。转型本身将加深我们对反馈回路的理解，进而凸显

为协作和迭代而设计流程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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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循环经济原则纳入各项主流政策

大部分政府部门（如果不是全部）都会涉及到负责制定

促进向循环经济模式转型的政策；因此，它们在推动转

型方面发挥着作用。除了负责环境和自然资源的部门

（通常默认为循环经济的牵头部门），负责产业政策、

经济和财政、规划、交通、农业、教育等的部委都可以

发挥关键作用。省市级地方政府同样能够做出重大贡

献。191 因此，跨政府合作是关键，需要予以支持。一

项 2019 年面向 32 个欧洲国家的调查显示，循环经济

转型的主要障碍是在为一个复杂的跨领域议题制定政策

时所面临的体制上的挑战。191 拉美和亚洲地区的研究

也指出了建立跨政府机制的重要性。193

跨政府、跨部门的流程可以帮助循环经济原则融入不同

的主流政策组合，协调不同领域的政策信号，从而推动

转型。194 通过这样的协调，基于各行业的政策战略（如

塑料、纺织、电子、建筑环境、食品和农业以及更广泛

的产业政策）可与跨部门政策措施（如公共采购），或

跨治理层级的政策措施（如空间规划政策）保持一致。

这种整合可延伸到国际政策，也包括国家和地方政策。

如目标 3 所述，将循环经济原则纳入贸易协定等国际

经济政策，可以为商品的跨境流动提供支持。同样，如

目标 4 所述，在国际发展项目中引入循环经济概念，

可增强受援国的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考虑到各项工作

的协调统一，中央政府领导可确定总体方向，奠定向循

环经济模式转型的基石。

采用任务驱动型和成果导向型的方法

为了推动部门间的工作流程，可以采用专题性以任务驱

动的办法，以克服障碍，通过跨专业领域的合作系统性

解决问题。195 例如，可将循环经济原则纳入公私领域

主流的专题性任务，这类任务关注于在以下领域取得成

果：工业复兴和更良性的增长、创建气候友好型城市、

培育健康土壤，以及利用数字技术取得公益成果。196

将循环经济解决方案纳入气候变化工作流程和国家自主

贡献（NDCs）以及作为《巴黎协定》一部分的气候行

动路径中，这是实现气候目标的关键，也是通过生产和

消费系统的转型对可再生能源转型进行补充的关键。197

协调国际政策

物质流和价值链往往跨越国界，因此各国政府需展开国

际协调工作，以便向循环经济转型。198 例如，统一资

源分类定义，以持续利用安全和宝贵的资源。199 这样

的协调也包括在适当的层面找到相关政策和计划的共

通之处；比如目标 1 中讨论的产品政策、信息标签和标

准，以及目标 2 中讨论的各种收集和 EPR 方案。这种

共性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制定者可借助体制内外的论坛和交流，在国家、区

域和国际层面确定协调机会、清除政策障碍。联合国环

境大会证实了这一点。同样，建立一个全球循环经济和

资源效率联盟也有利于分享共识、交流最佳实践。200

区域层面的示例包括欧洲循环经济利益相关方平台、

非洲循环经济联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循环经济联

盟，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双边交流和协议进一步支持

跨境机会和协调工作，如中欧、印欧间的交流和协议。201

世界循环经济论坛的发展和轮值制度也创造了交流机

会，如 2020 年有关北美机会的会议。202

制定包容性循环经济协作路线图

循环经济路线图实现循环经济转型愿景方面可发挥关键

作用。一些国家的循环经济政策战略小组借助外部咨询

委员会、公众咨询和包容性审议进程，加深对各方面临

的机遇和障碍的理解，并在转型过程中加强一种共同

责任感和参与感。203 多个利益相关方（如公共部门、

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公民和工会）积极

参与，可确保充分考虑到了各种不同情况下的机遇、挑

战和需求，并考虑这些机遇、挑战和需求如何对不同地

区、部门、社区和劳动力产生影响。204 在此基础之上，

可制定具体的政策和方案，包括财政和能力建设的支持

计划、法规修正案、优先部门项目投资，以及选定区域

或城市的示范项目。尽早确定现实的案例研究，制定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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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项目，可为路线图的绘制奠定基础，即有助于将一个

未来的概念以具体直接的方式展示，同时凸显行动的关

键因素。

虽然要求各类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审议过程可能耗费大量

时间，但这样有利于避免因过快实施尚未被普遍接受的

想法或政策而引发的问题。这些想法或政策可能会造成

混乱、提高成本，导致意外延误。205 此外，还可召集

利益相关方，让开发概念测试示范项目所涉及到的合作

伙伴建立联系。总体而言，许多政策工具都强调了召集

和调动各个行业的利益相关方的重要性，这是制定循环

经济路线图的关键，也是确定需重点关注的行业和机会

的关键。206

通过积极反馈和沙盒机制，为政策设计提供支持

政策制定者可以创建一种机制，形成商业和研究团体发

挥作用的双向促进性反馈回路，加强企业承诺，支持政

策设计与执行。207 在这里，设计思维方法可提供一种

强有力的设计思路，以更好理解系统的理解，发现盲点

和新解决方案，确定投资机会，并且以管理风险和促成

后续政策实施成功的方式运行试点项目。208 部分国家

政府（如芬兰和丹麦政府）已经认识到其作为转型促进

者的价值，开辟了更多合作机会。209

㛄㚧敽懴艊儂䒝梽壽䯖詵彾踵釣㫧㩸矇艊㳛㒄鄩彾㯵

鰓、駻賣艊 ＃ 醠頥鄖㚴䯒Green Deal䯓￥ 啔敤詇壽

呯鍎。駡誒嶗䉯敤姛鄩鄬鏅䇗鮪酽㡽䯖抲辭婩敡艊儂䒝

螻㣵䯖鑫㓦敤詇偧駁唻澐鮪呺㣻跤艊孉粶鄽牨梽㭔鲲羠

嬁閼、贋醮鄖㚴艊麟趵ィ蛵䯖儂䒝牐蠿釣懲諤昷唻茩槪

會熱桖侸恔㜀䯖鎢寚怱ǹ㬫姪、210 致力于抓住循环经

济机遇的中小型企业集群也能创建渠道，推进政策制定

者与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双向信息交流。211

受到监管的“沙盒”是一个安全空间，各类企业在其中

可以进行试验和创新而不会违法，这就提供了另一种反

馈机制。英国金融市场监管机构一直利用沙盒确立边界

明确的空间和自由度，供开发新方法，提供获取政策、

商业和投资专业知识的途径。212 有提议在希腊建立竞

争法可持续性“沙盒”，以便建立安全空间，供探索能

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支持欧盟 2050 年碳中和计划

的商业模式与合作需求。沙盒方法也可以为调整竞争规

则提供依据。213

通过多利益相关方联盟实现价值链转型

各类公私举措层见叠出，为系统变革提供支持。政策制

定者不仅从中受益，还能成为主要利益相关方，无需

总是作为流程的发起方。例如，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和世界经济论坛，二者分别建立了包含多利益相关方的

“塑料公约”网络和“全球塑料行动合作伙伴倡议”。

这些网络促成了国家和区域公私倡议，为政策的制定和

执行提供依据，实现共同目标。214

多利益相关方产业联盟也是一种进一步的机制，有助于

清除创新障碍，提高政策一致性。他们可以利用中小型

企业、大公司、研究人员和跨层级政策制定者掌握的知

识，也可以帮助指导创新工作，为具有积极溢出效应

的大型项目提供资金。例如，欧洲电池联盟汇集了 120

多个欧洲和非欧洲利益相关方和政策制定者，代表整个

电池价值链的集体利益。215 这些联盟能够与上述监管

沙盒等其他政策机制相结合，创造安全空间，测试新方

法。

提高意识，提升参与度

建立公众信任，鼓励选用符合循环经济原则的商品、服

务和系统，需要加强信息交流和增进认识。216 相关活

动将成为影响行为改变、刺激公众参与的重要工具。例

如，共享收集点的位置信息；展示如何分离材料，确保

不会损坏收集的物品；以及深化 EPR 和 DRS 方案。217

目标提及的各类政策也有助于增强意识。如目标 1 所

示，通过产品政策落实维修权，建立统一的标签制度。

除了常规的加强公众意识的做法，在决策中纳入行为洞

察也能鼓励公民参与。218 同时，不断增加的数字工具

提供了当地环境数据和相关行动的影响力信息，这些数

字工具也可提高公众意识，促使公民与政策制定者共同

创造知识。219 鉴于其在若干领域的相关性，提高公众

意识已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考虑因素。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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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指标和目标，跟踪进展情况

制定目标、确定指标和评估进展情况是实现循环经济转

型的关键特征，因为这些措施有利于增强信心，落实既

定政策。各方正着力制定衡量标准，为公司和政府的转

型提供依据。同时，人们也认识到需要制定统一的衡量

标准，便于公私参与方协同作战。归根结底，确保这些

衡量工具准确适用，是逐一落实本框架五个目标的关

键。

目前，大部分现有循环经济目标与废弃物管理、资源节

约或不同的环境目标（如减排）结合实施。221 然而，

许多国家正在探索更宏伟的循环经济目标，包括资源效

率、再制造、维修、工业共生、重复使用和再设计机

会、土壤健康、环境绩效，以及与转型相关的创新和投

资目标。222 制定明确的指标和目标，也有助于加深各

方对循环经济方法如何实现多个政策目标的理解，例如

改善健康成果、保障食物供应和减少不平等。鉴于向循

环经济转型具有广泛的跨行业影响，指标的制定可能充

满挑战，但又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开发为解决方案和决策提供依据

这些目标的指标数据具有国际可比性，因此十分关键。

有关回收和废弃物数量的数据一般计入国家统计，但在

循环经济中，我们想达到的不只是优异的回收率，更是

确保更高价值的资源循环（如重复使用、再制造和维

修）。虽然目前相关数据较少，但仍是评估发展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

各国政府可成为循环经济计划的数据清算中心，并将

数据收集列为自身循环经济活动的优先事项。如目标 3

所述，有关披露、透明度和共同定义的要求，也有助于

进一步理解数据。各国政府能助力制定标准，管理二次

材料的可追溯性和监控系统，规范重复使用和各行业的

回收情况，同时政府统计机构能要求建立和实施数据衡

量系统。223 对于基于事实的公私行动和公私路线图而

言，循环经济指标和数据的可靠性与透明度是至关重要

的。由于各路见解不断涌现，收集到的数据及后续分析

可支持政策迭代，确保公正和包容性转型，创造更加多

样化的分布式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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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系统解决方案框架：
通用的循环经济政策目标如何相互联系

目标 1 和目标 2 之间存在共生关系。前者确保商品、

服务和系统从设计与生产之初便适用于循环经济，后者

则推进系统从管理废弃物转向管理资源，最终实现循环

价值。创建这种物质流动的系统是循环经济的核心。通

过设计，该系统消除了废弃物和污染，延长产品和材料

的使用周期，促进自然系统再生。例如，通过目标 1，

商品从设计之初便要考虑后续使用周期（可能通过耐用

性、可重复使用、可维修和可再制造、可回收和可堆肥

的设计来实现）。而目标 2 则确保建立全面的资源管

理系统，有效循环利用精心设计的产品和材料。单独执

行任何一个目标的行动措施，都不可能带来理想结果：

需同时推进两个目标。

目标 3 和 4 致力于将更广泛的经济政策框架和公私投

资决策与目标 1 和 2 相协调，推动循环经济变革。例

如，即便实施了推进目标 1 和 2 的政策，仍无法获得所

需规模化变革。结果只是循环经济的一个要素存在于更

大的线性经济模式内。制定有利的经济政策，同时增加

创新、基础设施和技能相关投资（目标 3 和 4），才能

真正扩大转型规模，提高转型速度。

例如，将补贴和税收激励等经济政策措施与循环经济相

协调，可有助于提升二次材料市场（目标 2 开始建立）

的成本竞争力，与原始材料市场抗衡。同时，投资创

新、基础设施和技能，可提高质量方面的竞争优势。在

目标 1 和目标 2 的实施过程中，对材料、产品设计、商

业模式和技术方面研究的投资不可或缺。

最后，目标 5 在加强政府、行业和其他参与方之间的

理解与合作，以及消除传统的技能壁垒方面发挥着关键

作用。采用系统性思维对于像循环经济转型这样的全社

会范围的转变至关重要。这种系统性思维也适用于所有

的行动方。例如，通过价值链协作与反馈，设计者和生

产者能够加深对后续用途设计、回收或堆肥，以及材料

选择的理解，并相应地调整实践操作。同时，翻新或回

收方可以加强对材料和设计规范的理解，创造有价值的

二次材料流。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促进多个利益相关

方合作，实施系统变革，能够为政策以及更广泛的技能

开发与转型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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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至少有 30 种疾病与未收集的废弃物有关；在中低

收入国家，每年因废弃物管理不善相关疾病致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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