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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废弃物 
并促进社会包容性： 
法国循环经济法

澑旝踵︹㬦羮艊孉粶鄽牨敤詇茩槪︺跀燒橉籌躐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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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法国政府已确定了循环经济转型方向，但要

做的工作还有很多。2016 年，即该法律开始制

定的前一年，法国人均废弃物产量 4.6吨 4是邻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近两倍。5 同时，材料和资源很

少循环回系统中。例如，2014 年，法国的家庭

废弃物回收率（39%）低于德国（65%）和比利

时（50%），塑料包装回收率（20%）低于欧盟

平均水平（30%）。6 

促进系统变革的雄心勃勃的 
法律
《反废弃物法》是一部综合性立法，共有 130条，

旨在从设计阶段消除废弃物和污染，推动生产、

流通、消费体系由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 

该法律的目标包括到 2040 年逐步淘汰一次性塑

料包装；通过倡导重复使用和支持慈善机构消除

废弃物；解决人为预设报废问题；从设计阶段到

材料回收全面完善资源管理系统；以及为消费者

提供更实用、更透明的信息。它广泛覆盖从食品

到包装、从消费品到建筑等多个领域，鼓励整个

价值链的所有参与者践行消除废弃物理念，朝着

同一个方向迈进。该法律适用于在法国境内销售

的所有商品，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并在违反

措施时实施制裁。

2020 年，法国通过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法律，旨在促进全系统向循环经济转型。法国《反废弃物和促进循环经济发

展法》（Loi relative à la lutte contre le gaspillage et à l'économie circulaire1，简称《反废弃物法》）

鼓励各个行业中的企业、市政当局和公民消除废弃物，采取更多循环行动。该法律还致力于促进社会转型和发展共

赢经济 2，并引入了若干项世界首创措施，如禁止销毁未售出商品和引入可维修性指数。该法律以法国气候变化减

排承诺和连续的国家政策为基础——2015 年颁布的《绿色增长能源转型法》3 和 2017 年《法国气候计划》法规推

动了该项法律的通过。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jorf/id/JORFTEXT000041553759/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jorf/id/JORFTEXT000041553759/
https://www.economie.gouv.fr/cedef/economie-sociale-et-solidaire
https://www.economie.gouv.fr/cedef/economie-sociale-et-solidaire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jorf/id/JORFTEXT000031044385
https://www.ecologie.gouv.fr/lancement-du-plan-cli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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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系统变革的重大举措
为促进向循环经济转型，该法律引入了大量措施，

许多为全球首创。下文介绍了该法中引入的五项

创新性措施：  

引入一系列政策措施，消除塑料污染：  

一次性塑料随处可见，是我们日常用品的一部分，

但由于废弃物管理系统的漏洞，最终造成环境破

坏，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此外，法国是地中海

地区最大的塑料污染源。据估计，2016 年法国

产生了 450 万吨的塑料废弃物，其中 8 万吨最

终污染了自然环境，1 万吨进入地中海，7 给环境

和与旅游业和渔业有关的经济活动带来了危害。

为控制塑料污染，法国加入了其他国家的行列，

设定了雄心勃勃的塑料议程。法国的目标是到

2040 年逐步淘汰一次性塑料包装，到 2025 年

实现塑料 100% 回收。为实现这一目标，法国颁

布了相关法令，提出了塑料减量目标。为逐步提

高目标水平，将每五年对这些目标审查一次。该

类目标旨在保持势头的同时，给行业足够的时间

来遵守新措施。 

该法律禁止使用各类日常塑料制品，如茶包、一

次性餐具、果蔬包装等。为从一开始就避免产生

塑料垃圾，该法律还鼓励采取“零废弃物”措施，

例如事业单位有义务配备饮水机，快餐店需要提

供可重复使用的餐具，使用可重复使用的容器和

在零售商店进行散装销售。

引入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制度处理建
筑废弃物： 

在法国，建筑行业每年产生 4,200 万吨垃圾，占

2016 年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26%（或 1.15 亿

吨二氧化碳当量）。8 这些建筑材料有时被丢进

非法垃圾场，造成环境污染。清除物料及清理这

些垃圾场需要花费市政当局和纳税人约 3.4—4.2

亿欧元。9 

为完善资源管理和促进建筑材料重复使用，法国

引入了建筑材料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该项制度

将从 2022 年开始实施，要求建筑产品制造商对

产生的废弃物负责。通过改进资源管理系统，生

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有助于实现多个领域的循环经

济。 

2018 年，法国已实施了 14 个强制性生产者责任

延伸措施。10 近期，该法律又引入了 12 项生产者

责任延伸措施，涉及玩具、烟头、运动及休闲器材。

法国已实施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超过 25 个，

是世界上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应用最广泛的国家

之一。11 

通过生产者责任延伸资金，促进重复使用
及就业： 

通过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为目前产品和材料的

收集、分类和循环利用提供资金。该类制度将根

据《反废弃物法》进一步创建一个重复使用基金，

以便为支持重复使用模式的组织和机构（如废弃

物分类、回收和循环利用中心）提供资金支持。

该倡议旨在赋予数万种产品第二次生命，并向生

活在不稳定条件下的人提供负担得起的日用消费

品。几个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将向该基金提供高

达 5% 的资金，价值 5,000 万欧元。这些资金将

用于实施重复使用战略，发展重复使用网络，并

为生活在不稳定条件下的人创造 7 万个就业机

会。12 



狆䅵姠婮窹妛釣㫧蛼＝藥咷屟䯤熴蹺孉粶鄽牨熴  | 4

禁止销毁未售出商品：  

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采取此类措施的国家。为进

一步应对废弃物挑战，法国不仅要应对大量被填

埋的用后废弃物，还有那些在使用前就被浪费掉

的产品和材料。法国每年销毁价值 6.3 亿欧元的

未售出商品。13 媒体机构透露，大型零售商和线

上商业平台正在系统性地大规模销毁未售出的服

装、书籍、家电等日常用品。14 当完好无损的产

品被不必要地破坏时，用于生产这些产品的能源

和资源也随之被浪费。销毁未售出商品造成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是重复使用的 5-20 倍。15

随着生活成本上升，法国贫困人口达到 930 万，

不必要的浪费日益成为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16

例如，在法国，每年有近 1.8 亿欧元的卫生和美

容产品被销毁。然而，仍有 300 万法国人日常获

取不到基本的卫生用品，为弱势群体提供支持的

慈善机构经常面临这些必需品长期短缺的情况。17

为解决该类环境和社会问题，法国将禁止销毁所

有未售出的非食品类产品。对于生产者责任延伸

制度涵盖的所有产品，该禁令将于 2021 年底生

效，而对于所有其他产品，将于 2023 年底生效。

颁布这一举措的目的是鼓励企业反思其库存管理

和生产模式。企业不可填埋或焚烧未售出商品，

必须重复使用、捐赠或回收该类产品。该项法律

规定，所有必需品，如卫生用品，都必须捐给慈

善组织。该项措施提倡重复使用，提供社会福利，

支持发展共赢经济。

引入可维修性指数，鼓励维修：  

为使产品更长久地保持最高价值，法国正引入

若干促进维修的举措。法国的目标是在 2026 年

之前的五年内，将电子电器产品的维修比例由

40% 提高到 60%。为促进该目标的实现，法国在

2021 年 1 月引入了可维修性指数 18，以便给产品

的可维修性打分，满分为 10 分。该项分值根据

备件和技术文件的可用性以及产品拆卸的方便性

来计算。目前，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洗衣机、

电视机等多种产品都必须显示该评分，旨在使消

费者在购买设备时了解有哪些维修方案。通过引

入这一指数，法国鼓励制造商在设计阶段考虑其

产品的可维修性，进而从一开始就避免废弃物产

生，并支持建立一个更加循环的系统。

蹕穻㛺暺䯤鹘姈㡊旿

棾瑧䯤TWISTED SIFTER鈫襽

更多关于在本文中提
出的其他法律措施详
情，请参见《反废弃
物法对法国人民日常
生活的影响：这在实
践中意味着什么？》  

https://www.indicereparabilite.fr/
https://www.ecologie.gouv.fr/sites/default/files/en_DP%20PJL.pdf
https://www.ecologie.gouv.fr/sites/default/files/en_DP%20PJL.pdf
https://www.ecologie.gouv.fr/sites/default/files/en_DP%20PJL.pdf
https://www.ecologie.gouv.fr/sites/default/files/en_DP%20PJ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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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之前的政策发展为基础
《反废弃物法》建立在早期法律的基础上，是多年工作

的成果。法国相继出台的国家政策和法律促成了该项法

律的通过，可帮助减少废弃物和完善资源管理。2015

年《绿色增长能源转型法》19 和 2017 年《法国气候变化

计划》20 宣布制定国家循环经济路线图 21，该路线图于

2018 年发布。与此同时，2016 年通过的《反食品废弃

物“加罗法”》22规定禁止销毁可食用的未售出食品，为《反

废弃物法》中更广泛地禁止销毁未售出商品开了先例。

此外，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总统计划中设定了雄心勃勃

的目标，即到 2025 年实现塑料 100% 回收，并将垃圾

填埋减半。23 

2015年 通过《绿色增长能源转型法》

2016年 通过《反食品废弃物“加罗法”》

2017年 马克龙在总统计划中设定了塑料回收和减少垃圾填埋的目标

2017年9月 布伦·鲍尔森在 2017 年 Assises des Déchets 大会上宣布推出
法国循环经济路线图

2017年7月 法国通过了气候计划，宣布将于 2018 年发布循环经济路线图

2017年10月 启动循环经济路线图和公众咨询工作

2018年4月 发布法国循环经济路线图

2019年7月 向部长级会议提交法律草案

2019年9月 在参议院宣读法律

2019年12月 在国民议会宣读法律

2020年1月 综合平价委员会 

2020年2月 通过法国《反废弃物法》

2021年2月 提交气候和韧性法律草案

2040年

制定路线图

制定法律草案

制定和执行法令

以往政策 
时间线： 

蹕穻㛺暺䯤壉愛·䞩啯欨 
㡊旿棾瑧䯤FLICKR/JACQUES PAQUIER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jorf/id/JORFTEXT000031044385
https://www.ecologie.gouv.fr/lancement-du-plan-climat
https://www.ecologie.gouv.fr/lancement-du-plan-climat
https://www.ecologie.gouv.fr/sites/default/files/FREC%20anglais.pdf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jorf/id/JORFTEXT000032036289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jorf/id/JORFTEXT000032036289
https://storage.googleapis.com/en-marche-fr/ressources/adherents/4.Plan_Transformation/Fiches_synth%C3%A8ses/Fiches_synthese_environn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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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为该项立法提供信息的
协同过程
《反废弃物法》同样是各方共同合作的结果。在

从制定路线图到实施法律的整个立法过程中，各

利益相关方通过公共磋商、工作组和在线平台参

与其中。通过与各部门利益相关方开展对话，公

共行政部门可确定更广泛的需求、解决方案和政

策措施。例如，民间团体和法国环境及能源管理

署（ADEME）拥有循环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

并全程提供了信息支持。 

从路线图制定... 

2017 年 10 月，前部长尼古拉斯·于勒和布伦·鲍

尔森开始着手制定法国循环经济路线图。该路线

图提出了法国循环经济和摆脱“一次性社会”的

愿景，是制定《反废弃物法》的关键一步。设定

的目标包括在 2010—2030 年间，将资源消耗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低 30%；到 2025 年实现

垃圾填埋减半和 100% 塑料回收；通过回收塑料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额外创造多达 30 万个

工作岗位，包括新职业。24

它还确定了支持这一转型的 50 项措施。在路线

图中列出的 50 项措施中，有 25 项措施的实施涉

及立法程序，因此通过《反废弃物法》和 2019

年《金融法》引入。25 

利益相关方磋商贯穿整个立法进程。法国生态转

型部通过网络公开征求意见，共收到近 1,800 份

投稿和 1.6 万多张投票。磋商结果表明，路线图

中提出的措施得到了广泛支持。此外，还成立了

一个由约 100 人组成的试点委员会，包括市政当

局、消费者协会、行业、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代表。

试点委员会分四个工作组，围绕区域、可持续生

产和消费、塑料和经济手段等议题更深入地开展

工作。2018 年 4 月 23 日，法国前总理爱德华·菲

利普和布伦·鲍尔森在马耶讷的一家工厂发布了法

国循环经济路线图。26 

...到《反废弃物法》的实施 

路线图制定过程中积累的见解为该法律草案提供

了信息支持。《反废弃物法》于 2019 年 7 月提

交至国会两院并宣读，2020 年 1 月获得参议院

和国民议会一致通过。各政党为该法律所涉及的

问题达成共识对其成功通过起到了重要作用。

目前该项法律借助法令来执行。27 法律中概述了

一般原则，而法令中则规定了法律的执行方式、

目标以及可能的例外。这些法令的制定是各方协

作的结果，在起草之时，征求了来自非政府组织、

各行业、市政当局和消费者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

意见，以帮助制定切合实际的目标，并为在行业

中实施新措施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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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经验教训：
法国《反废弃物法》是一项雄心勃勃且全面的立

法，下一阶段将衡量法律实施的影响。有证据表

明，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企业已经开始适应和遵

守该项法律中规定的措施。28 下文介绍了到目前

为止积累的见解和经验教训： 

协同立法过程：《反废弃物法》是决策者、市政

当局、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共同合作的成果。利益

相关方在立法进程早期的参与有助于制定新的政

策措施，并在各政党之间达成共识，使他们认识

到必须促进整个系统的转型。

设定中期目标：该法律通过制定长期目标，设定

了循环经济发展方向，但真正推动这一势头发展

则有赖于法令所制定的中期目标。随着创新和新

技术的出现以及行业在未来几年的适应性逐步增

强，法国可进一步提高其目标水平，并设定未来

五年的新目标。

蹕穻㛺暺䯤醎販跤宆 
㡊旿棾瑧䯤羠尓㩸矇㯵

更多信息请参见：  

La loi anti-gaspillage pour une 

économie circulaire

法国循环经济路线图

《反废弃物法对法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影

响：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此文为《通用的循环经济政策》系列案例

之一，发布于 2021 年 8 月

https://www.ecologie.gouv.fr/loi-anti-gaspillage-economie-circulaire-1
https://www.ecologie.gouv.fr/loi-anti-gaspillage-economie-circulaire-1
https://www.ecologie.gouv.fr/sites/default/files/FREC%20anglais.pdf
https://www.ecologie.gouv.fr/sites/default/files/en_DP%20PJL.pdf
https://www.ecologie.gouv.fr/sites/default/files/en_DP%20PJ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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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反废弃物法》引入了在不同经济部门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有助于促进全系统按照法国循环经济路线图中设定的愿景向循环经济

转型。该法律阐明了通用的循环经济政策目标框架内的多项考虑因素，包括：

推动系统变革的跨部门措施： 
利用该政策实例说明通用的循环经济政策目标框架要素

目标 1
鼓励为循环经济而设计 

产品设计方式将决定它们的生产和使用方式。《反

废弃物法》引入了若干举措，如可维修性指数和

对部分一次性产品的禁令，以鼓励企业考虑产品

设计，从上游预防废弃物的产生，并设计出与循

环经济系统相适应的产品。 

目标 2
充分利用并保存资源价值 

循环经济旨在延长产品和材料的使用周期和价值。

该项法规引入了多项举措来支持多个循环经济循

环，如促进维修和备件使用，引入新的生产者责

任延伸制度为资源管理系统提供资金和支持，以

及鼓励制定针对未售出商品的替代解决方案。 

目标5
携手推动系统变革 

在生产和消费系统从线性经济模式向循环经济模

式转型的过程中，各参与方均可发挥作用。来自

各部门的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全程参与也有助于在

提高参与度的同时解锁其他解决方案。此外，制

定中期目标并随时间的推移提高长期目标水平，

可帮助形成向循环经济转型的势头。 

https://policy.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universal-policy-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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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通用的循环经济政策目标

2021 年 1 月，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发表了题为《通用的循环经济政策目标：促进大规模转型》，旨在指

明共同的政策发展方向，加快向循环经济转型。本文详细阐述了循环经济的五个政策目标，提供了如何在

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解决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等关键性全球挑战的解决方案。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cn/%E6%B4%9E%E8%A7%81/new-policy-goals-offer-an-opportunity-for-circular-economy-transition-at-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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