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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废弃联盟成⽴于2011年，简称零盟，是由国内关注垃圾议题的机构和个⼈共

同发起的⾮营利的⾏动与项⽬合作平台，致⼒于促进政府、企业、学术机构、公众及

社会组织等各界在垃圾治理过程中的沟通与合作，推动中国垃圾管理、循环经济和

低碳经济的正向发展。

在零废弃联盟⾏动与项⽬合作平台上，现有垃圾分类、减少塑料污染、政策研究

与倡导以及零废弃论坛等⼏⼤项⽬。

01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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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10⽇，零废弃联盟在北京宣布成⽴，它

是由国内关注垃圾议题的机构和个⼈共同发起的⾮营

利的⾏动与项⽬合作平台，致⼒于促进政府、企业、学术

机构、公众及社会组织等各界在垃圾治理过程中的沟通

与合作，推动中国垃圾管理、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的正

向发展，从此开启了⺠间社会组织合⼒推动中国垃圾管

理议题的进程。⽽2021年刚好也是零盟的10周年。

⼗年来，零盟和百余家机构伙伴在⼀起，共同推进

我国的零废弃进程。2013年⾄今，零盟举办了九届零废

弃论坛，有135个主题发⾔；2017年发起了⽆塑⼭河、壹

起分社区项⽬，陪伴和资助全国上百个公益组织开展⾏

动；2018年⾄今连续举办四届零废弃⽇，传播量破亿；

⼗年累计向中央和地⽅提交了六⼗余份两会提案和政

策建议。回顾⼗年，⽆论是前瞻性的研究⼯作、政策倡

导，还是伙伴们基于社区的垃圾分类、减塑的⾏动，我们

都在积极创造改变。

⽽疫情下的2021年，零盟平台上也开展了壹起分、

助⼒北京垃圾分类、⽆塑⼭河、海南省禁塑⼯作推进情

况评估考核、垃圾分类调研等项⽬。2021年全年，129家

壹起分伙伴扎根在全国685个社区，开展社区零废弃⾏

动，吸引了39853⼈次社区居⺠参与，实现垃圾减量

99903公⽄；零盟共撰写11篇全国层⾯关于垃圾议题的

政策建议，成功提交其中6项；撰写了8份报告，分别提交

给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和海南省⽣态环境厅；⽆塑

⼭河项⽬在2021年⽀持了9家机构开展塑料议题⼯作；

第四届零废弃⽇共召集173家伙伴参与零废弃⽇线上线

下互动，截⾄年底，新浪微博#零废弃⽇#话题阅读量

2360.2万。

在12⽉10⽇，零盟成⽴⼗周年的这⼀天，我们作为

联合发布⽅之⼀对外发布了《UNEP<国家废弃物管理战

略指南>（中⽂版）》，并召开了宏观视野下的垃圾治理研

讨会，⼀是借此做⼀个纪念，⼆是呼应零盟初创时的第

⼀个⽬标�垃圾管理⼯作⼀定要有前瞻性的、具体

的、反映社会共识的远期⽬标。⽽历时⼀年多的零盟新

战略也在2021年年底完成。新的战略，能够让我们更好

的在⼀起，更有效地回应垃圾问题，更好地实现彼此⽀

持和联合⾏动。⽽在整个新战略制定的过程中，也让我

看到了零盟弥⾜珍贵之处：⼗年来我们⼀直都在努⼒回

应垃圾管理中的关键问题。

感谢⼗年来⽀持零盟的诸多同仁，感谢坚持零废弃

⾏动的努⼒的伙伴们。这⼗年中国的垃圾管理也发⽣了

很⼤变化，可以很肯定的说，这样的积极变化有我们的

贡献。⽽未来的⼗年，零盟也将继续提供我们独有的价

值和贡献。

2021年，
零废弃联盟⾛过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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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记

1⽉，“⽆塑⼭河”项⽬在2021年共⽀持了9家机构开展在乡村减塑、酒店⼀次性⽤品⼲预、⽆塑
校园、熟⻝品牌减塑模式、垃圾焚烧⼲预、垃圾品牌监测、上海“禁塑令”执⾏情况评估等⽅⾯的
⼯作。

⽆塑⼭河项⽬

2⽉2⽇，与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福建师范⼤学聚合物资源绿⾊循环利⽤教育部⼯程研究中
⼼联合主办“构建多元共治体系，助推良性持续发展”第五届福建省城乡垃圾分类⼯作研讨会
暨2021年两会提案建议会，近百⼈参会。

福建省城乡垃圾分类⼯作研讨会

1⽉

2⽉

3⽉，中标海南省⽣态环境厅“海南省禁塑⼯作推进情况评估考核项⽬”第三⽅评估单位。

中标“海南省禁塑⼯作推进情况评估考核项⽬”第三⽅评估单位
3⽉

4⽉、7⽉、10⽉、11⽉开展了四个季度全省禁塑⼯作推进评估调研，并向海南省⽣态环境厅禁塑
办递交了第⼀季度~第四季度《海南省禁⽌⽣产销售使⽤⼀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作评估报
告》。

4⽉

5⽉8⽇，“助⼒北京垃圾分类项⽬”中期讨论会在北京举办，共有30余⼈参与此次会议。

助⼒北京垃圾分类项⽬中期讨论会
5⽉

2⽉，2021年壹起分伙伴招募启动，共有129家伙伴⼊选，他们分布于24个省（直辖市），67个地
级市（⾃治州）。�

2021年壹起分伙伴计划启动

“两会”期间，政策团队共撰写11篇国家层⾯垃圾议题的政策建议，成功提交其中6项。

成功向两会提交6份提案

032021年⼯作⼤事记

开展海南省四个季度禁塑评估⼯作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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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记

与中环正普（北京）⽣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执⾏“海南省禁塑名录评估修订项⽬”的执⾏⼯
作，并于11⽉向海南省⽣态环境厅禁塑办提交了《海南省禁⽌⽣产销售使⽤⼀次性塑料制品名
录研究报告》等三份报告⽂件。

启动参与海南省禁塑名录评估修订⼯作

联合芜湖市⽣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向全国7个市场监督管理部⻔和43个商务部⻔递交了
50份信息公开申请，并于12⽉完成《⼀次性塑料制品使⽤、回收报告情况-信息公开申请报
告》。�

⼀次性塑料制品使⽤、回收报告情况信息公开申请

7⽉

8⽉
8⽉17⽇，向商务部提交了《环保社会组织关于商务部<⼀次性塑料制品使⽤、报告管理办法(征
求意⻅稿)>总体建议》和《环保社会组织关于商务部<⼀次性塑料制品使⽤、报告管理办法(征求
意⻅稿)>逐条建议》，9家环保机构参与联署。

向商务部递交建议

8⽉21⽇，第四届零废弃⽇以“减量低碳轻⽣活”为主题，提倡为⽣活做减法。全国来⾃公益机
构、政府机关、企业的173家伙伴参与零废弃⽇线上线下互动。截⾄年底，新浪微博#零废弃⽇
#话题阅读量2360.2万，#减量低碳轻⽣活#话题阅读量731万。

第四届零废弃⽇

10⽉
10⽉9⽇，向国家发改委提交了《环保机构关于<中华⼈⺠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修改意
⻅》，13家环保机构参与联署。

递交循环经济法修改意⻅

“多元参与，助⼒北京垃圾分类�第九届零废弃论坛”于10⽉20⽇在北京举办，来⾃政府机
构、社会组织、企业、媒体及公众等逾120⼈现场参会，线上直播观看⼈次达到8万7千余⼈。

第九届零废弃论坛

启动参与海南省禁塑名录评估修订⼯作
7⽉、10⽉分别向上海爱芬环保、重庆巴渝公益提供了地⽅禁塑令调研⽅法论、问卷及培训。

10�⽉�26�⽇，“助⼒北京垃圾分类项⽬”结项总结会在线上召开，6�家项⽬伙伴分别从项⽬产出、
成果与影响、项⽬优缺点⼏个⻆度做了结项汇报。

“助⼒北京垃圾分类项⽬”结项总结会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事记

11⽉，“城市社区垃圾分类调研⽅法论”研发⼯作完成，包括调研框架、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

城市社区垃圾分类调研⽅法论
11⽉

10⽉完成“⽜奶盒⼦”研发与制作，并发放给52个伙伴；11⽉的⽜奶盒回收季中，共有17家伙伴
参与，累计参与回收季⼈数2225⼈，回收⽜奶盒约20000个。

牛奶盒⼦

12⽉10⽇，在万科公益基⾦会的⽀持下，与深圳零废弃、清华⼤学⼈⽂学院绿⾊世界公众史学
研究中⼼共同在线举办了“UNEP《国家废弃物管理战略指南》（中⽂版）发布暨宏观视野下垃圾
治理研讨会”，观看量达到128963⼈。

UNEP《国家废弃物管理战略指南》（中⽂版）发布12⽉

12⽉，“地⽅禁塑令调研⽅法论”升级⼯作完成，包括调研问卷、效果衡量指标、影响因素逻辑。

2021年，垃圾分类板块共完成了8节课程直播，其中壹起分学堂线上课6节，⽜奶盒可回收科普
课2节，累计848⼈次收听。

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壹起分社区计划”全年共有129家伙伴扎根在全国685个社区，开展社
区垃圾减量与分类⾏动，共召集了3579名志愿者，吸引了39853⼈次社区居⺠参与，实现垃圾
减量99903公⽄。

地⽅禁塑令调研⽅法论

05

12⽉14⽇，在海因⾥希•伯尔基⾦会（德国）北京代表处的⽀持下，联合芜湖市⽣态环境保护志
愿者协会在线上举办“‘⼗四五’塑料污染治理政策解读和⾏动研讨沙⻰”。

“⼗四五”塑料污染治理政策解读和⾏动研讨沙⻰

垃圾分类直播课

壹起分社区计划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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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垃圾分类

为了进⼀步推动城市垃圾分类进程，

尤其是提⾼城市社区垃圾分类的有效性，实现垃圾减量的成效，

零盟先后发起了壹起分社区计划、助⼒北京垃圾分类等项⽬，

⽀持百余个机构在社区开展垃圾分类⼯作，

并促进各⽅的交流与合作。

垃圾分类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在《北京市⽣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的背景下，为了助⼒社区垃圾分类⽔平进⼀步提⾼，零盟联合北京市

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及其运营⽅北京市协作者社会⼯作发展中⼼，在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会、阿拉善SEE华北

项⽬中⼼的⽀持下，发起了“助⼒北京垃圾分类项⽬”。2020年8⽉⾄2021年10⽉，项⽬采取资助北京垃圾分类社会

组织开展社区垃圾分类落地⼯作、组织垃圾分类技能提升培训、举办垃圾分类主题论坛等⼯作⼿法，提升北京社会

组织参与垃圾分类的意愿和能⼒，打造社区试点案例，并加强和政府的对话与合作，共同推动北京市垃圾分类的有

效进⾏。

垃圾分类

1.助⼒北京垃圾分类项⽬

项⽬组⼯作⼈员分别于2021年3~4⽉和8~9⽉间多

次拜访了6家机构落地的社区/村庄，实地考察了当地垃

圾分类情况，同资助伙伴和当地居委会/村委会进⾏了

深度的交流和访谈，沟通了项⽬进展和⾯临的问题，并

探讨了未来的⼯作计划。

根据资助伙伴提出的需求，项⽬组陆续向郝利琼、

1. 伙伴资助及拜访

雷鲜荣和吴勇三位垃圾分类专家请教了社区垃圾分类

相关⽅的协调、志愿者参与社区垃圾分类和有害垃圾收

集管理等项⽬执⾏中的难点，对伙伴的后续⼯作给予了

多⽅⾯的指导。2021年6⽉，邀请郝利琼⽼师到⼣阳再晨

落地的⼆⾥庄社区，对社区的垃圾分类情况做出诊断，

并给伙伴提出了相关建议。

07

助⼒北京垃圾分类项⽬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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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8⽇，”助⼒北京垃圾分类项⽬”中期讨

论会在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党群服务中⼼举办。阿拉善

SEE华北项⽬中⼼多位⼯委和⼯作⼈员、⼩南庄社区党

委书记、北京市协作者社会⼯作发展中⼼项⽬⼯作⼈

员、项⽬资助伙伴以及多家致⼒于北京垃圾分类⼯作的

2. 项⽬中期、结项会议

优秀公益组织，共计30余⼈出席了本次讨论会。讨论会

分为伙伴分享、焦点议题讨论和社区参访三部分。通过

本次会议，与会嘉宾⼀起分享和交流实战经验，并对项

⽬开展情况和遇到的难题进⾏讨论，会后⼤家均表⽰收

获颇丰。

10⽉26⽇，项⽬结项总结会因疫情影响在线上召

开，6家项⽬伙伴分别从项⽬产出、成果与影响、项⽬

优缺点⼏个⻆度做了结项汇报，此外还交流了在项⽬

执⾏中遇到的困难和最让⼈难忘的事，最后讨论了各

个机构对于后续垃圾分类⼯作的计划和展望。

助⼒北京垃圾分类项⽬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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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社区先后举办了四次环保市集，通过环保

市集活动，在宣传垃圾减量和分类的理念之余，从参与

的居⺠中识别出潜在志愿者，为社区组建了⼀⽀稳定的

志愿者队伍，同时为居⺠搭建了⼀个定期沟通交流的平

台。3⽉，⼋⻆北⾥社区正式启动社区堆肥，由5位堆肥志

愿者轮班管理，共产出成熟肥350公⽄，⼋⻆北⾥的社区

分散式堆肥的成功落地，得到多⽅认可和媒体报道，让

社会各界看到了希望。截⾄2021年10⽉，居⺠厨余分类

正确率达到70%左右。

3. 资助伙伴的行动

北京市⽯景⼭区阿⽜公益发展中⼼�⽯景⼭区⼋⻆街道⼋⻆北⾥社区

⼩南庄居委会书记柳春英带领党委和居委会将垃

圾分类全⾯纳⼊社区治理体系，建⽴社区厨余垃圾分类

协调联席会制度、独⽴院落垃圾管理责任制度。⼩南庄

社区建⽴了⼀⽀持续的百余⼈的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

多次上⻔耐⼼地向居⺠宣传垃圾分类。海淀和谐中⼼起

草了《家庭垃圾分类责任⼈制度》《楼⻔⻓责任制度》等

六项制度，不断探索和完善社区垃圾分类的⻓效机制⽅

案。⼩南庄党委与北京链家中关村⼤区党⽀部签订《社

区好邻居共建项⽬协议书》，其中规定“垃圾分类宣传引

导服务，跟租⼾签订垃圾分类承诺书”等。

北京市海淀和谐社区发展中⼼�海淀区海淀街道⼩南庄社区

1

2

助⼒北京垃圾分类项⽬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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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群在上庄村开设制作废油皂等⼯作坊，指导村⺠

垃圾减量，部分环卫员已经开始通过制作酵素、环保肥

皂等⽅式减少垃圾产⽣。经过6次垃圾分类带头⼈培训、

4次村⺠培训，深度提升了255⼾约765名村⺠的环保意

识和分类技能；通过环保宣传，� 1300位村⺠的环保意识

和分类技能有显著提升。富群与上庄村村委、环卫员沟

通，确认将炉灰堆肥、核桃⽪等农业⽣产垃圾堆肥，建设

两处堆肥池，⽬前已分类收集炉灰和农业⽣产垃圾，初

步尝试堆肥。与2020年1~9⽉相⽐，2021年1~9⽉的⽣活

垃圾总清运量减少413吨，减少了29%。村⺠分类正确率

逐步提升，由3⽉的42%提⾼到9⽉的74%，提⾼了32%。

北京富群社会服务中⼼�昌平区延寿镇上庄村3

⼣阳再晨协助⼆⾥庄社区建⽴了微信交流群，成员

有街道相关部⻔、社区党委及居委会、社会组织相关负

责⼈、物业、垃圾清运三⽅公司等关联主体，每⽉定期开

展联席会，随时沟通与调度社区垃圾分类问题。同时完

善培训赋能机制，培育厨余堆肥志愿者2⼈，开展社区⽣

态蚯蚓塔共建活动2次；开展4次垃圾分类志愿者培训，

及时督导志愿者桶前值守⼯作；提⾼志愿者宣导能⼒、

专业度与分类热情，巩固垃圾分类⼯作成果的可持续，

稳步形成了⼀⽀60⼈以上的社区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

截⾄2021年10⽉，居⺠厨余分类正确率达到64%左右。

北京市⼣阳再晨社会⼯作服务中⼼�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庄社区4

助⼒北京垃圾分类项⽬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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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源绿⾊⽣活在盛芳茗苑⼩区组织垃圾分类培训

和宣传活动共9场次，直接参与活动的居⺠500余⼈次，

营造出社区垃圾分类良好氛围。通过“两桶⼀袋+绿⾊当

铺”� 宣传模式，探索出了社区可回收物的新的回收⽅

式，减少了社区垃圾落地，⽬前�“绿⾊当铺”⼩程序使⽤

率达到54.6%。此外，初步建⽴了盛芳茗苑⼩区垃圾分

类志愿者队伍，参与到了社区垃圾分类宣传、值守⼯作

中，同时建⽴了⼀套垃圾分类监督制度和激励机制，居

⺠厨余垃圾分类正确率达到80%以上。

北京市⼤兴区清源绿⾊⽣活社区服务发展中⼼
�⼤兴区清源街道枣园东⾥社区盛芳茗苑⼩区

恩派在安化楼社区陆续开展了2轮垃圾分类习惯养

成打卡活动，以志愿者带动家庭，超过1200⼈次打卡，

促进居⺠养成主动分类的习惯，提升居⺠的有效参与率

和正确分出率。⽬前已建⽴起⼀⽀31名志愿者的队伍，

共开展2次志愿者培训活动，提升了志愿者垃圾分类实

践的知识技能储备，增强了开展垃圾分类⼯作的能⼒。

北京市恩派⾮营利组织发展中⼼
�东城区⻰潭街道安化楼社区

5

6

相关媒体报道：

海淀区海淀街道⼩南庄社区�
中国环境报｜海淀⼩南庄：“让孩⼦尝尝营养⼟种出的蔬菜”

⽯景⼭区⼋⻆街道⼋⻆北⾥社区�
北京⽇报｜“⽆废社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景⼭⼋⻆北⾥社区
北京头条｜学党史办实事，上新厨余堆肥桶创建“⽆废社区”

助⼒北京垃圾分类项⽬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2017年，“壹起分社区计划”在壹基⾦联合公益的⽀持下诞⽣，聚焦解决城市社区垃圾分类问题。“壹起分社区

计划”通过联合全国在地公益组织，唤醒和带动公众成为环保⽣活家，创建零废弃社区，让更多的组织、让更多的

⼈，更多的社区参与垃圾分类与减量的⾏动。

2021年共有129家壹起分伙伴⼊选，他们分布于24个省（直辖市），67个地级市（⾃治州）。

2.壹起分社区计划

垃圾分类

12

2021年，壹起分学堂全新上线，结合伙伴分层策略，设计相关的课程帮助机构成⻓，并形成了课程-作业-反馈的

体系，共完成了6节直播课程，累计643⼈次收听。

1

2

3

4

5

6

4⽉22⽇

5⽉13⽇

5⽉27⽇

6⽉10⽇

6⽉24⽇

12⽉7⽇

垃圾分类的意义

志愿者宣传动员和培训

社区可持续垃圾管理

厨余就地资源化利⽤

天津市西⻘区零萌公益发展中⼼政策主任-谢新源

昆⼭市⿅城环保志愿者服务社理事⻓-吴勇

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理事-郝利琼

成都根与芽环境⽂化交流中⼼执⾏主任-赵璐

合肥市善⽔环境保护发展中⼼党⽀部书记-陈娟娟

南京绿⽯环境保护中⼼总⼲事-李春华

社区低值可回收物回收活动
经验分享

精炼、丰满、说到点
�《项⽬申请书撰写》

156⼈次收听

109⼈次收听

139⼈次收听

78⼈次收听

83⼈次收听

78⼈次收听

壹起分社区计划

1. 伙伴赋能-壹起分学堂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垃圾分类

13

壹起分社区计划

2021年在7个⼩区开展了28场垃圾分类减量活动，550⼈次参与，志愿者35⼈次，媒体传播14次，垃圾减量总重

31000公⽄。幼⼉园厨余堆肥持续进⾏，管理良好，堆肥的⿊⾦⼟分给幼⼉园⼩朋友⽤作种植，⻓势很好。“光盘⼩达⼈

“+”垃圾分类投放积分卡“+“⼩园丁”活动持续进⾏，⽤绿积分兑换绿植，社区垃圾分类打卡也很积极。

⻘岛城阳区壹起分社区环境服务中⼼

129 685

39853 99903

壹��伙伴 �国��

社区居⺠参与 实现垃圾减量

� �

�� ��

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129家壹起分伙伴扎根在全国685个社区，开展社区零废弃⾏动，直接吸引了39853⼈次

社区居⺠参与，同时召集到了3579名志愿者参与其中，实现垃圾减量99903公⽄。

2. 壹起分社区计划伙伴的行动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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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起分社区计划

2021年，合肥市善⽔环境保护发展中⼼完成了102⼾居⺠的基础调研，开展了14场垃圾分类宣导活动，桶边调

研垃圾分类参与率达到90%，垃圾分类准确率达到60%。还开展了3场垃圾分类志愿者培训会议，5场社区&物业联动

的居⺠以事论事会议，4场垃圾分类⼿⼯实践活动，3场垃圾分类督导员的培训和交流。

合肥市善⽔环境保护发展中⼼

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城环保社招募近40名志愿者，成⽴了4⽀志愿者⼩组，产出⼀份⾃组织的管理规范。

共开展12次回收活动，回收量共440公⽄。开展6次堆肥活动，减量约300公⽄园林绿化垃圾，150公⽄厨余垃圾，产

出150公⽄成熟⼟，⽤于⿅城幼⼉园的⾃然种植活动中。

昆⼭市⿅城环保志愿者服务社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2021年，稳恒者在17个⼩区开展了24场垃圾分类减量活动，共410⼈次参与，志愿者83⼈次，垃圾减量总重

329公⽄，媒体传播31次。团队定期组织中转站和环卫⼯⼈⼀起学习讨论如何做好垃圾分类及其重要性。组织⼉童⻘

少年和家⻓，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游戏的⽅式加深孩⼦们对垃圾分类的了解。

垃圾分类

15

壹起分社区计划

联合在地机构在4个社区落地壹起分项⽬：在成航社区建⽴了可回收物闭合循环系统，直接服务成航社区

2000⼾居⺠，实现可回收物的精准投递及回收再利⽤，组建起了⼀⽀9⼈的环保志愿者队伍；在江华社区建⽴厨余垃

圾闭合系统，每⽉志愿者将厨余垃圾倒⼊⽣态循环花园中进⾏好氧堆肥，并将肥料运⽤到花园，资源化利⽤约100公

⽄厨余及绿化垃圾；在庆安社区，培育了10名环保讲师，开展环保宣传4次；在温江凉⽔井社区，建⽴了2个资源化利

⽤花橱，培育了1只环保志愿者队伍，共6⼈。

蚌埠市稳恒者公益协会

成都根与芽环境⽂化交流中⼼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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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起分社区计划

天津绿邻居共开展壹起分垃圾分类与实践⾏动71场，覆盖7个区，3所学校，13个社区，服务对象包括：社区居

⺠、学⽣、亲⼦家庭、社区党员、物业等群体，2091⼈次直接参与，厨余垃圾减量208.8公⽄，收集可回收物76.3公

⽄。

天津市西⻘区绿邻居社区服务中⼼

2021年，项⽬打造“壹起分社区计划”福建⽹络（福建垃圾分类志愿服务⽹络），通过搭建省内线上资讯平台，

组建垃圾分类环保讲师团、创新系统化宣教培训课程、召开城乡垃圾分类交流研讨会等⽅式⽀持与构建可持续社

区垃圾分类系统，为垃圾分类领袖⾃学赋能，项⽬期间发起成⽴低碳⽆废建设委员会，通过政府公开招标承接执

⾏福州市⿎楼区洪⼭镇垃圾分类提升改造项⽬、莆⽥市仙游县的垃圾分类宣教提升服务项⽬，依托“壹起分社区

计划“福建⽹络，持续推动⽣态环境志愿服务发展，促进⽣态环境志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全年开展不

同形式的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300余场，参与活动⼈数约5万⼈，项⽬间接受益对象达500万⼈以上。

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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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邀请利乐⼤中华市场可持续发展专家姚

相，讲解利乐和⽜奶饮料纸包装的回收，96⼈次听课。

10⽉14⽇，邀请⽩洋淀湿地⽣态野保志愿者团队

王晓晔⽼师，分享如何联合学校和回收⼯⼚，从初期⽜

奶盒收集、运输到⼯⼚回收，打通所有渠道，形成闭环，

并且逐步扩⼤影响⼒和⾏动⼒等经验，⽬前王⽼师团

队已回收⽜奶盒20.61万个，该次课程累计121⼈收听。

3.⽜奶盒可回收科普与实践

垃圾分类 ⽜奶盒可回收科普与实践

⾃2018年开始，在利乐中国的⽀持下，针对饮料纸基包装回收，开展了社区实践、科普传播、政策研究、公众倡

导等活动，以零废弃参访、垃圾分类技能培训、线上公开课、⽜奶盒回收季、⼯具包/产品研发等形式，⽀持社会各届

伙伴开展⽜奶盒回收活动，进⾏消费者教育，普及⽜奶盒回收，对公众垃圾分类⾏为产⽣持续影响。

在利乐中国的⽀持下，项⽬组邀请⾃然之友的孙敬华

⽼师和合肥市善⽔环境保护发展中⼼，� 共同研发、设计

“⽜奶盒⼦”，并完成制作。“⽜奶盒⼦”是⼀套饮料纸基包

装回收科普产品，通过“⽜奶盒⼦”，� 加强⽜奶盒回收⽇的

产品特⾊，提⾼产品辨识度，赋予更多品牌特质和传播元

素，⽅便更多社会主体参与，开展社群活动，传播环保科

普知识，助⼒饮料纸基包装的回收。它的内容包括：品牌

旗帜、折⻚、海报、易拉宝、⼿持牌、活动⽅案� ppt、⽜奶盒

回收⽇活动质量标准、⽜奶盒再⽣产品等。

我们是饮料纸基我们是饮料纸基
包装大家庭包装大家庭

我们是饮料纸基
包装大家庭

1. 牛奶盒子产品研发

2. 牛奶盒可回收线上课程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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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岛早报 ��减量、低碳、轻⽣活的N种社区玩法

⸺2021零废弃⽇⻘岛主题活动“⼩楼⻓”们唱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合计

编号

武汉市武昌区⽩鹭街⼩学

厦⻔福源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京环智慧公司武汉分公司

桔塘社区牵⼿⾏环保志愿者协会

⼴东嘉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区⻘年志愿者协会

苏州⼯业园区沐⻛环保服务中⼼

江西⼭形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业园区湖东绿⾊家园环保服务中⼼

天津市西⻘区绿邻居社区服务中⼼

南京市江宁区喜鹊林⻘年志愿服务中⼼

⼭东省东营市锦华⼩学

⼭东省东营市胜利四中

江阴⾹樟树志愿者服务站

合肥市善⽔环境保护发展中⼼

⻘岛市城阳区壹起分社区环境服务中⼼

昆⼭市⿅城环保志愿者服务社

1

1

1

1

1

1

1

1

1

3

4

3

2

14

2

10

定期

47

宣讲

宣讲

宣讲

宣讲

宣讲

宣讲

宣讲回收

宣讲

宣讲回收

宣讲

宣讲回收

宣讲回收

宣讲回收

宣讲回收

宣讲

宣讲回收

定期回收

44

11

44

50

50

280

100

39

15

60

118

119

10

546

18

120

601

2225

 

 

 

 

 

 

1819

 

15

 

1481

766

518

10200

 

1786

 

16585

机构名称 活动场次 活动类型 参与⼈数 ⽜奶盒个数

9⽉，⽜奶盒回收季开启招募，并召开线上宣讲会对活动做了详细介绍，共招募到52家伙伴。9~11⽉，17家伙伴

的⽜奶盒回收活动中，累计参与⼈数2225⼈，回收⽜奶盒约20000个。

垃圾分类⽜奶盒可回收科普与实践

3. 牛奶盒回收实践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05塑料议题�

零盟⾃2016年底开始组建塑料专题并开始同多家环保组织合作，共同为解

决塑料垃圾污染⽽⾏动。2021年，塑料项⽬组在塑料议题上主要围绕“禁塑

令”开展⼯作，搭建了与地⽅政府部⻔的项⽬合作，协助了海南省⽣态环境

厅完成了海南省禁塑试点成效评估项⽬，开展了商务领域⼀次性塑料⽤品

使⽤、回收报告制度政策倡导⼯作、对“禁塑令”评估调研⽅法论进⾏了研发

升级，并在“⽆塑⼭河”项⽬下⽀持了9家机构开展在乡村减塑、酒店⼀次性

⽤品⼲预、⽆塑校园、熟⻝品牌减塑模式、垃圾焚烧⼲预、垃圾品牌监测、上

海“禁塑令”执⾏情况评估⽅⾯的⼯作。

19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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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新限塑令“推动⼯作

�1.地⽅“新限塑令“推动⼯作

2021年，项⽬团队中标成为海南省⽣态环境厅“海

南省禁塑⼯作推进情况评估考核项⽬”的评估⼯作协作

单位之⼀，对海南省20个市县（含洋浦经济开发区）四

个季度的禁塑⼯作进⾏评估，调研了共计487个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农贸市场、⼤型商场、⼤型超市、

主要旅游景区、医院等场域，主要从各市县总体情况与

各场域落实情况两个维度进⾏评估，共形成了第⼀季度

~第四季度四份《海南省禁⽌⽣产销售使⽤⼀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制品⼯作评估报告》。调研发现：相⽐2020年

禁塑试点阶段，海南省禁塑⼯作正式实施以来，禁塑⼯

作得到⽐较全⾯的落实，整体推进⼯作有较⼤进步，但

同时也存在相应问题，例如对⼀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流⼊市场的监管依旧困难、农贸市场可降解塑料袋“名

不副实以假乱真”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全⺠参与禁塑

的积极性还有待提⾼等。

1. 2021年海南省禁塑工作推进情况评估考核项目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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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新限塑令“推动⼯作塑料议题

� 2021年4⽉，海南省⽣态环境厅发布“海南省禁塑名录

评估修订项⽬”，要求对海南省发布的禁塑名录（第⼀批）实

施情况开展评估，对后续拟进⼊禁塑名录的⼀次性塑料⽤

品开展调研⼯作，提出禁塑名录修订建议。在此契机下，项

⽬团队与中环正普（北京）⽣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展开合

作，除在2021年7~9⽉对海南省三亚市、海⼝市共计30家星

级、连锁型及个体经营性酒店，30家⼤中型超市，连锁型及

个体经营性⽔果⻔店进⾏调研⼯作外，还对全球多个国家

和地区出台的塑控政策进⾏了收集与分析。向海南省⽣态

环境厅提交了《海南省禁⽌⽣产销售使⽤⼀次性塑料制品

名录研究报告》《海南省禁⽌⽣产销售使⽤⼀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名录（第⼆批）起草说明》《海南省禁⽌⽣产销售使

⽤⼀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录（第⼆批）社会稳定⻛险评

估报告》等，以实地调研数据与国际经验，向海南省禁塑名

录修订提供了参考建议与借鉴经验。在最终递交的政策建

议中，禁⽌部分⼀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品类的建议已被

部分采纳。

2.  海南省禁塑名录评估修订项目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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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议题⼀次性塑料⽤品使⽤、回收报告制度政策倡导

在海因⾥希� ·� 伯尔基⾦会（德国）北京代表处⽀持下，项⽬团队基于在海南省开展禁塑评估⼯作的经验，于7⽉

对“地⽅禁塑令调研⽅法论”进⾏了梳理调整，形成适⽤于内地城市使⽤的初版“禁塑令”评估调研⽅法论，并在7⽉

底及10⽉初分别对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重庆巴渝公益事业发展中⼼开展调研⽅法培训。两家

团队依据此⽅法论分别对上海市及重庆市的“禁塑令”执⾏情况进⾏了评估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10⽉-12⽉，在参

考外部专家建议后，对⽅法论的理论建模构架进⾏了升级，形成“地⽅禁塑令调研⽅法论”2.0版本，并于12⽉2⽇开

展了⼀次2.0版本⽅法论分享及研讨的线上⼯作坊，共有来⾃9家环保机构的23⼈参加了此次⼯作坊。

2.⼀次性塑料⽤品使⽤、回收报告制度政策倡导

7⽉~11⽉，联合芜湖市⽣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

向全国7个市场监督管理部⻔和43个商务部⻔递交了

50份信息公开申请，申请了7个地市级市场监督管理部

⻔2020年1⽉~6⽉“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购销台账

的查验情况明细”及“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使⽤统

计情况”信息，向43个商务部⻔申请了⼀次性塑料制品

使⽤、回收报告相关信息，并形成《⼀次性塑料制品使

⽤、回收报告情况信息公开申请报告》。

20个区县级商务部⻔未回复或⽆效答复的理由数据分析

扫码阅览电⼦版

3.  “禁塑令”调研评估方法论应用与推广

1.  “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报告”信息公开申请工作

未答复

55%

未正面答复

15%

不存在

10%

未开展

5%

无登录和查询权限

5%

工作流程信息

5%
需加工

5%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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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议题

2021年7⽉，商务部发布《⼀次性塑料制品使⽤、报告管理办法(征求意⻅稿)》，项⽬团队组织了线上研讨会，多家

关注塑料议题的环保机构参与了研讨，并共同联署提交了《环保机构关于商务部<⼀次性塑料制品使⽤、报告管理办

法(征求意⻅稿)>逐条反馈意⻅》及《环保机构关于商务部<⼀次性塑料制品使⽤、报告管理办法(征求意⻅稿)>的总体

建议》。

12⽉4⽇，在海因⾥希� ·� 伯尔基⾦会（德国）北京代表处⽀持下，联合芜湖市⽣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共同主办

“‘⼗四五’塑料污染治理政策解读和⾏动研讨沙⻰（线上）”，会议邀请了多位嘉宾对中国“⼗四五”塑料污染治理政

策、国际禁/限塑政策及环保组织对我国的塑料污染治理政策的建议进⾏了研讨，并分享了⼀次性塑料制品使⽤、回

收报告情况信息申请结果，当天线上直播⾼峰期参会⼈数为271⼈。此次会议还征集了与会者对中国塑料政策的思考

及建议，为下⼀年度项⽬团队开展两会提案提供了⼀些建议基础。

⼀次性塑料⽤品使⽤、回收报告制度政策倡导

3.  “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政策解读和行动研讨

2.  《商务领域一次性塑料用品使用、报告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建议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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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议题“⽆塑⼭河”项⽬资助

3“. ⽆塑⼭河”项⽬资助
2019年零盟发布“⽆塑⼭河”项⽬资助计划。“⽆塑⼭河”项⽬是向关注塑料污染问题的环保组织提供⼩额资

助、赋能培训、⾏动⽀持的⻓期项⽬，该项⽬获得了世界⾃然基⾦会（瑞⼠）北京代表处的⽀持。

2021年，杭州市余杭区初⼼社会组织服务中⼼（零废弃村落）继续扎根⻰溪村社区，对乡村的200⼾家庭开展了

减塑科普⼊⼾宣传，带动了150⼾家庭参与减塑⾏动。此外，项⽬组⼈员召集村⾥⼴⼤妇⼥、⽵制品⼿艺⼈⾃制布

袋、⽵篮⼦等，⽤本地⽣物质材料替代塑料⽤品，为接下来⼤范围的替代⼯作奠定了基础。制作完成的布袋⼦与⽵

篮⼦发放给了村⾥⼀半以上的家庭，替代使⽤率占50%以上，且超过10%的家庭不再使⽤塑料袋。项⽬组成员持续

发⼒，通过视频号及⻰溪村的集市、零售商店、社区公共宣传处开展减塑宣传，累计制作了减塑宣传视频11条，总播

放浏览量2万余次，每周⾄少在村公共电⼦屏幕播放4次。

1.  乡村减塑模式探索与实践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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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议题

基于2020年项⽬的良好合作，2021年，北京根与芽社

区⻘少年服务中⼼在西安永昌国际酒店完成了酒店住宿

客⼈对禁⽤酒店⼀次性⽤品态度的调查，并制定了初步

⾏动⽅案。项⽬执⾏期间，酒店⽅⾯主动撤销了部分客房

中的⼀次性⽤品，如拖鞋、⾹皂等，改为根据⼊住客⼈需

求提供。1⽉~3⽉，项⽬开展前，酒店⼀次性洗发⽔/沐浴露

和⽛刷3个⽉消耗量是600套和850⽀；4⽉~6⽉，项⽬开始

后，3个⽉消耗量则分别降到430套和610⽀，⼀次性⽤品

的使⽤量有了明显的下降。此外，北京根与芽项⽬团队还

开展宣传⼯作，在酒店的⼤堂、客房等显眼位置摆放减塑

宣传海报/标语，向⼊住的客⼈宣传倡导。

“⽆塑⼭河”项⽬资助

2.  酒店一次性用品干预探索与实践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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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议题

基于“⽆塑校园”2020年项⽬⼀期在遵道学校的调

研结果，2021年，成都根与芽环境⽂化交流中⼼继续在

遵道学校开展了“⽆塑校园”的宣传绘本，及相关主题班

会等课堂活动，进⼀步增强了学校师⽣的⽆塑环保意

识，并推动校园落实⽆塑校园制度。此外，新增成都七中

成为“⽆塑校园”，通过建⽴并培养校园⽆塑学⽣⼩组，

带领学⽣⼩组进⾏校园塑料袋使⽤情况调研、设计校园

⽆塑倡导活动，与学校后勤部合作，促进校园内零售商

店建⽴循环布袋使⽤系统，⻝堂塑料容器的减量及替代

品使⽤，从⽽达到师⽣购物时不使⽤⼀次性塑料制品的

⽬的。

“⽆塑⼭河”项⽬资助

3.  “无塑校园”模式建立探索与实践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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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议题

2021年，继续⽀持了南京建邺区绿⽯环境教育服务

中⼼对熟⻝品牌的减塑倡导⼯作。根据2020年调研发现，

熟⻝品牌部分⻔店已经有接纳消费者使⽤⾃带餐盒前往

⻔店打包的现象，2021年南京绿⽯对这⼀现象进⾏推动

和倡导，项⽬已向熟⻝品牌总部及南京分部分别寄去了

调研报告及倡议信。⽬前已推动连锁品牌三品⿊鸭由原

来的塑料餐盒+塑料购物袋，换为纸碗+塑料盖的⽅式，减

少了塑料的使⽤量；连锁品牌美满吉则通过引导顾客“趁

热吃”的⽅式，减少塑料袋的提供。

“⽆塑⼭河”项⽬资助

4.  熟食品牌减塑模式倡导与探索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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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议题

2021年，继续⽀持芜湖市⽣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

和深圳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在垃圾焚烧议题

的⼯作。2021年，芜湖市⽣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向湖

南和湖北两省共计26座垃圾焚烧⼚申请了⻜灰处置信

息公开，共收到24份答复，并促成了2座焚烧⼚⻜灰处置

信息主动公开、1座焚烧⼚承诺加强监管。在对安徽省、

江苏省57座焚烧⼚和34个垃圾填埋场的实地调研中，将

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形成调研报告并递交给有关部⻔，同

时向相关企业寄出了6份建议信，实际推动了7座垃圾焚

烧⼚和填埋场做出了整改。结合全国垃圾焚烧⼚2020年

监督性监测数据相关信息分析，最终形成了《第六期垃

圾焚烧⺠间观察报告》并在北京成功举办研讨会。深圳

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共发布27篇垃圾焚烧

科普⽂章，合计阅读量47932⼈次，并制作完成了⼀个科

普短视频。�

“⽆塑⼭河”项⽬资助

5.  垃圾焚烧干预项目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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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议题 “⽆塑⼭河”项⽬资助

2021年，继续⽀持上海浦东乐芬环保公益促进中⼼

（捡拾中国）和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仁渡海洋）⼾

外/海滩失控垃圾品牌监测的⼯作。捡拾中国于2021年在

内蒙古包头市、辽宁省本溪市、⼭东省东营市等地开展了

约10次⼾外垃圾品牌监测活动，共清理垃圾1210件，其中

可获取品牌信息的垃圾数量约为946件，收集到品牌信息

的垃圾数量占⽐为78.18%，共记录品牌数量261件。同时

联合雀巢、苹果等公司开展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企业减

塑倡导⼯作。

仁渡海洋在2021年的4次全国联合性净滩⾏动中，对

垃圾品牌的所有者（企业）进⾏了溯源分析，发布了《海岸

垃圾品牌监测报告（2020）》，同时完成了公众减塑倡导课

件并⽀持其他伙伴机构开展了品牌监测活动。

6.  户外/海滩失控垃圾品牌监测项目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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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议题“⽆塑⼭河”项⽬资助

2021年，⽀持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

⼼针对于“禁塑令”上海执⾏情况展开了调研。调研区域

为上海中⼼城区的8个⾏政区，对区域内20个集贸市场、

20个⼤型超市、202个商⼾、30家酒店展开了实地调研，

调研内容有：对于“禁塑令”宣传开展情况、执⾏情况、台

账建⽴情况、商⼾（公众）对替代产品（全⽣物可降解塑

料）的认知情况、替代⽅案的态度和⾏为等。此次调研发

现：上海“禁塑令”整体执⾏表现中，禁/限塑宣传⼒度不

够且宣传内容单⼀、执⾏中存在监督盲区且监管⼒度不

⾜，塑料制品使⽤台账不完善、缺乏数据来源等问题。

7.  上海市“禁塑令”实施情况推进项目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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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盟密切关注国家、地⽅的垃圾分类等废弃物相关政策动态，积极开展调

研，提出相关建议。2021年是“⼗四五”开局年，政策团队撰写了11篇国家层

⾯的政策建议。国家正式提出“3060碳⽬标”后，政策团队对⽣活垃圾可持

续管理与碳减排关系开展了探索性综述研究。此外，合作翻译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UNEP）出版的《国家废弃物管理战略指南�化挑战为机遇》，提升

了社会对“废弃物管理优先次序原则”的认知。2020年发布的《垃圾分类新

时尚系列案例》和相关政策建议在持续发挥作⽤，如推动⼀些城市更注重精

细化管理，在考评中纳⼊未分类住⼾名单等制度。���

31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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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政策倡导UNEP《国家废弃物管理战略指南�化挑战为机遇》（中⽂版）翻译和发布�

《国家废弃物管理战略指南-化挑战为机遇》（简称《指南》）英⽂原版于2013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AR）共同编写。该指南介绍了废弃物管理优先次序原则及其为⼀国的环境、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带来的正⾯影响，引导各国将重点转向源头减量、重复使⽤、循环利⽤；在为各国国家层⾯废弃物管理战

略的制定提供⽅法论框架的同时，强调利益相关⽅参与战略制定的重要性和参与步骤。它将为我国垃圾管理⾛向

前端治理、多元共治提供重要参考。

该《指南》由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权，联合清华⼤学⼈⽂学院绿⾊世

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天津市西⻘区零萌公益发展中⼼，于2021年下半年完成中⽂版编译。2021年12⽉10⽇，三家

机构和万科公益基⾦会联合举办了“UNEP《国家废弃物管理战略指南》（中⽂版）发布暨宏观视野下垃圾治理研讨

会”，⾸次发布指南中⽂版，直播观看量达128963⼈。研讨会上，UNEP官员和国内与会专家介绍了指南的由来、应⽤

和展望，探讨了中国的废弃物管理进展，分享了国际的管理经验，期望能在中国“双碳”⽬标的⼤背景下，为构建和

落实可持续⽣活垃圾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1.UNEP《国家废弃物管理战略指南�化挑战为机遇》
（中⽂版）翻译和发布�

扫码阅览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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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垃圾分类调研与政策建议

在北京⾃然之友公益基⾦会⽵溪计划的⽀持下，政策团队对垃圾分类实效及其成因进⾏研究，形成“社区居⺠层

⾯-社区管理者层⾯-政策制度层⾯”的三层概念模型，确定社区居⺠层⾯采⽤定量和定性⽐较分析⽅法进⾏研究，另

外两个层⾯采⽤访谈法进⾏研究，设计出对应的问卷和访谈提纲，开展了预调研进⾏修正。12⽉完成了⽅法论升级。

《城市垃圾分类实效与成因调研方法论》升级1

2.垃圾分类调研与政策建议

在我国的国情下，考评制度是成建制推进垃圾分类⼯作的重要抓⼿，上海、厦⻔等城市的成功经验表明了这⼀

点。政策团队和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在9⽉达成合作，共同组建课题组，针对“在垃圾分类的不同阶

段需要什么样的考评制度，考评⽬的、考评对象、考评指标、考评执⾏过程、考评结果应⽤等要素不同，如何影响垃圾

分类成效”的问题开展研究。2021年底完成了研究框架、研究思路、访谈提纲的确定，并开展了线上多⽅交流会、访谈

等。该项⽬计划于2022年6⽉完成。

形成社区垃圾分类实效与考评制度的研究框架和访谈提纲2

2021年，国家正式提出“3060碳⽬标”。在北京⾃然之友公益基⾦会⽵溪计划⽀持下，政策团队与北京市顺义区

磐之⽯环境与能源研究中⼼于2021年8⽉开展合作，对不同垃圾管理⽅式对碳排放的影响开展综述性研究，探讨了从

前端的源头减量、重复使⽤，到分类回收循环利⽤，再到焚烧和最末端的填埋，不同层级的废弃物管理措施对于“双

碳”⽬标有何作⽤，废弃物管理先进地区（如欧盟）如何利⽤碳减排经济杠杆机制实现废弃物管理⽬标，对于我国的借

鉴意义。2021年底已经完成了报告的⼆稿，预计2022年5⽉对外发布。

碳减排、循环经济与生活垃圾可持续管理研究综述初稿3

⾃2020年5⽉1⽇新版《北京市⽣活垃圾管理条例》施⾏以来，北京市的垃圾分类⼯作取得了较⼤进步，但还存在

⼀些社区法规政策落实不到位、不同社区之间的管理措施和管理⽔平相差很⼤、尚有相当部分居⺠未形成分类习惯

等问题。对此，我们依托以往的观察和调研成果，于2021年10⽉通过北京市政协渠道提出了《关于建⽴统⼀标准、提

升北京市垃圾分类实效的建议》，建⽴聚焦实效的、统⼀的托底标准，以推动在整个城市层⾯上取得成功。

提交北京市层面的政策建议：《关于建立统一标准、提升北京市垃圾分类实效的建议》4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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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征求意⻅参与

3.⽴法征求意⻅参与

2021年9⽉10⽇，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中华⼈⺠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以下简称“本法”）征求意⻅提纲。13家

环保机构积极响应，提交了修改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将法律名称从⿎励性的“促进法”改为更具强制性的

“循环经济法”，定位为我国实现循环经济⽬标的根本⼤法，⽽不是局限在某些专业领域的专⻔法。第⼆，明确本法的

⽬的是在我国社会实现循环经济，摆脱线性经济，从全⽣命周期原则、资源节约和资源循环的视⻆、碳减排视⻆出发，

建⽴“减量化>再利⽤>资源化>能源化>末端处置”的废弃物管理优先次序原则，并对相关概念都有定义。第三，通过本

法对散落在其他相关法律规章中的重要管理制度予以确认；对于新的重要制度，则在本法中提出基本原则和⽅向，再

通过法规规章等落实。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修改意见1

2021年2⽉，政策团队对《合肥市城市⽣活垃圾分类管理规范》（征求意⻅稿）提出建议，主要包括：1、建⽴四分类

⽣活垃圾台账和联单制度；2、建⽴垃圾分类纯度达标标准以及不达标拒收制度；3、点位分布合理化，每个点位都应包

括厨余垃圾桶，每个⼩区⾄少有⼀组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桶，有害垃圾应细化收集，设置垃圾投放点位标识牌等；4、将

定时定点、专⼈监督指导作为兜底保障措施；5、加强对垃圾分类实效指标的考核，主要包括⽣活垃圾回收利⽤率、混

合垃圾减量率、居⺠分类准确率。

 关于合肥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的意见2

2021年3⽉，政策团队对《天津市关于全⾯推进⽣活垃圾分类⼯作的实施⽅案》（征求意⻅稿）、《天津市环卫设施

布局规划（2019-2035年）》（征求意⻅稿）提出意⻅。主要包括建⽴以下制度：

1.⼩区垃圾分类台账制度；

2.以居委会为对象、以居⺠分类准确率为主要实效指标的考评制度；

3.按混合垃圾实际清运量收费的制度；

4“. 不分类、不收运”制度；

5.与垃圾分类进度相匹配的垃圾处理设施规划等意⻅。�

关于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

稿）、《天津市环卫设施布局规划（2019-2035年）》（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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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策建议�

2021年2⽉2⽇，在北京⾃然之友公益基⾦会、万科公益基⾦会⽀持下，政策团队联合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福

建师范⼤学聚合物资源绿⾊循环利⽤教育部⼯程研究中⼼在福州联合主办“构建多元共治体系，助推良性持续发

展”第五届福建省城乡垃圾分类⼯作研讨会暨2021年两会提案建议会。来⾃福州市的全国⼈⼤代表、福建省内专家、

学者、社会组织、企业代表、与来⾃全国的垃圾分类⾏动者，就“多元共治，助⼒城乡垃圾分类发展”“突破创新，提升

厨余垃圾资源化率”“优化设计，构建垃圾分类⻓效机制”等议题进⾏了分享和研讨，为全国“两会”建⾔献策。

第五届福建省城乡垃圾分类工作研讨会暨2021年两会提案建议会1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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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层面政策建议3

《关于推进郑州市厨余垃圾通过⽣物处理技术处置和利⽤的建议》

★《关于在福州市设⽴“环保酵素⽂化节”的建议》

其中 为提交成功的政策建议，共6份。★

★《关于在<固废法>中根据中央最新精神落实垃圾分类⻓效机制的建议》

★《关于建⽴垃圾分类⻓效机制的建议》

《关于在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编制⽣活垃圾管理规划、控制焚烧⽐例的建议》

《关于加快推进厨余垃圾⽣物处理资源化利⽤的建议》

★《关于建⽴⼀次性塑料⽤品管理台账制度的建议》

《关于推⾏源头减量和耐⽤品替代⽅案、减少⼀次性塑料⽤品的建议》

★《关于全⾯核算塑料垃圾焚烧温室⽓体排放并终⽌其可再⽣能源补贴的建议》

《关于建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制定新限塑令配套政策时，纳⼊考虑制定台账查验⽅案并做好查验结果的信息公开⼯作的建议》

★《关于加快外卖包装污染治理的建议》

《关于推进快递包装绿⾊化⼯作的建议》

全国层面政策建议2

中新⽹|第五届福建省城乡
垃圾分类⼯作研讨会福州举⾏

中国环境报|为社区垃圾分类
可持续发展建⾔献策
⸺第五届福建省城乡垃圾
分类⼯作研讨会在福州召开

中国环境报|指导服务要到家�
奖惩激励要到位�

中国环境报|⾮居⺠厨余垃圾处理
每吨300元！业内专家怎么看？�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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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公众对零废弃理念的理解，万科公益基⾦会、天津市西⻘区零萌公益发展中⼼

和深圳壹基⾦公益基⾦会⾃2018年共同发起“零废弃⽇”这⼀全国性公众倡导活动，在

每年8⽉的第三个星期六举办。

37

零废弃⽇

2021年是零废弃⽇发起的第四年，主题为“减量低碳轻⽣活”，我们提倡为⽣活做减法。少点⼀份菜，少⽤⼀张

纸，少⽤⼀次性塑料制品，都是在为⽣活做减量。

全国来⾃公益机构、政府机关、企业的173家伙伴参与零废弃⽇线上线下互动，其中公益机构122家。分别位于

安徽、北京、天津、重庆、江苏、浙江、⼴东等26个省/直辖市；覆盖北京、天津、上海、⼴州、深圳、⻓沙、重庆、成都、⻘

岛、苏州等70多个城市。8⽉21⽇当天，同步开展的线下活动预计达30余场。截⾄年底，新浪微博#零废弃⽇#话题阅

读量2360.2万，#减量低碳轻⽣活#话题阅读量731万。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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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废弃论坛

08零废弃论坛
零废弃论坛于2013年发起，旨在与国内垃圾分类领先实践者进⾏对话，为垃圾分类起

步城市提供更多借鉴经验，推动垃圾分类与减量⼯作的开展。2013年~2021年，分别

在上海、南京、成都、福州、深圳、西安、佛⼭、北京举办了9届零废弃论坛，参会⼈数逾

2000⼈。

“多元参与，助⼒北京垃圾分类--第九届零废弃论

坛”于10⽉20⽇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由天津市西⻘

区零萌公益发展中⼼、阿拉善SEE华北项⽬中⼼主办，

邀请到垃圾分类领域的专家学者、在⼀线实践垃圾分

类的居委会、物业、社会组织代表共计13位嘉宾，分别

从政策解读、垃圾分类的多元共治、垃圾管理优先次

序、社区垃圾分类多元参与、⻘少年教育、公众倡导等

多个维度，通过主题发⾔、圆桌对话等⽅式，重点探讨

多元共治助⼒北京垃圾分类、垃圾管理优先次序等话

题，为政府、企业、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等各参与⽅搭

建⼀个�共商垃圾治理的对话平台。

会议当天，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相关部⻔领

导，阿拉善SEE华北项⽬中⼼的多位企业家出席了本

届论坛。来⾃北京市及各区城管委⼯作⼈员、社会组

织、企业、媒体及热⼼公众约120⼈现场参会，论坛同

时邀请专业团队做现场直播，线上观看⼈次达到8万

7千余⼈。与会⼈员均认为本届论坛质量⾼，嘉宾发⾔

务实，有感染⼒，同时经由论坛传达出了对北京垃圾分

类的信⼼。

会后，中国环境报和中国城市⽹对论坛进⾏了报

道，多家媒体转载；同时，⾃媒体公众号发出的论坛回

顾推⽂也得到了⽹易新闻、腾讯⽹等多家媒体转载。

中国城市报�|�第九届零废弃论坛在京举办

扫码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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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南省禁⽌⽣产销售使⽤⼀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录（研究报告）》

2《. 海南省禁⽌⽣产销售使⽤⼀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作评估报告（2021年第⼀季度）》

3《. 海南省禁⽌⽣产销售使⽤⼀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作评估报告（2021年第⼆季度）》

4《. 海南省禁⽌⽣产销售使⽤⼀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作评估报告（2021年第三季度）》

5《. 海南省禁⽌⽣产销售使⽤⼀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作评估报告（2021年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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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
合肥市善⽔环境保护发展中⼼
蚌埠市稳恒者公益协会
蚌埠市恒⼼社会⼯作服务中⼼

安徽

北京市海淀和谐社区发展中⼼
北京市⽯景⼭区阿⽜公益发展中⼼
北京市⼣阳再晨社会⼯作服务中⼼
北京市⼤兴区清源绿⾊⽣活社区服务发展中⼼
北京富群社会服务中⼼
北京市恩派⾮营利组织发展中⼼
北京市顺义区磐之⽯能源与环境研究中⼼
北京根与芽社区⻘少年服务中⼼

北京

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
南平市环保志愿者协会
⻓乐⽅潭可鉴环保志愿者⼯作室（百姓滩⻓）

福建

郑州环境维护协会河南

武汉市江汉区花仙⼦社区公益服务中⼼
恩施州武陵⼭⽣态环保联合会
株洲市光延创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

南京市江宁区喜鹊林⻘年志愿服务中⼼
江阴⾹樟树志愿者服务站
昆⼭市⿅城环保志愿者服务中⼼
南京市建邺区绿⽯环境教育服务中⼼

江苏

杭州市余杭区初⼼社会组织服务中⼼浙江

⻘岛市城阳区壹起分社区环境服务中⼼⼭东

陕西绿⾊原点环保宣教中⼼陕西

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
上海浦东乐芬环保公益促进中⼼
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

上海

成都根与芽环境⽂化交流中⼼四川

天津市西⻘区绿邻居社区服务中⼼天津
2021年，零废弃联盟⾏动与项⽬合作平台，共⽀持31个机构38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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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零废弃联盟财务支出情况（元）

年结余

416,158.35
2020

年收入

3,002,297.88
2021

年支出

3,149,891.58
2021

零废弃联盟 二〇二一年度总结









扫码关注我们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16号友诚大厦406室

微博：@零废弃联盟

邮箱：lingmeng@czwa.org.cn

联系我们

设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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