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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中，我们希望为发展合作如何缩小中低收入国家循环经济融资缺口提供前瞻性指

导。本报告基于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低收入与中等收入

国家循环经济融资》研究报告的部分章节[1]研究评估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阻碍或刺激

循环经济发展的特定因素，重点关注五个国家：

哥伦比亚

多米尼加共和国

越南

阿尔巴尼亚

卢旺达

我们邀请您分享对本报告的回应： gocircular@giz.de 

我们目前采取的消费与生产模式较为线性：开采——制造——废弃。这种模式会导致资源

枯竭、环境污染、栖息地与生物多样性丧失。很多人了解该模式的弊端，但很少有人将其

严肃对待。传统的线性生产消费模式不仅威胁着生态系统、人类健康，也对长远经济收益

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将经济活动与自然资源消耗脱钩是当今一大挑战。

那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行动。

为何再次聚焦  
 循环经济融资？

除废弃物与环境污

染，循环使用产品与

材料，帮助自然再生

努力探寻合

循环经济的商业模式

与融机制

开采 » 制造 » 废弃

»  制造 » 利

用
 » 修

复
 »

 再
利
用

 » 整修重装 » 再
利

用
 »

 重
整

人
员

 »
 再

利
用 目前，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已得到准确定义，并可通过特定指标加以组织和衡量；但由于其

跨学科特征，循环经济相关手段较少实现利用。金融领域同样如此：大量融资机制、补偿

方案与相关设施进入市场，为气候投资提供资金；然而，循环金融直至最近才进入金融市

场。

为何如此？因为向循环经济转型的主要瓶颈之一是资金供应和融资渠道。对于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国家内部及与之相关的更多发展合作参与者而言，在推进循环经济的目标下，全面

理解循环经济及相关商业模式融资过程中的多重障碍至关重要，需要采取相应措施。为

了从金融角度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我们需要关注并讨论这些挑战（包括金融工具、融资机

制、技术难点和合规问题等）。同时，现存融资障碍可为未来发展合作创造新的切入点，

解决这些问题是扩大循环经济规模的必经之路。

为了及时应对当前危机——战争、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全球供应链中断——循环

经济与循环金融可促成：

正义、绿色、和平的转型；

更高的资源效率与资源独立性；

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展现自然资源真正价值。

为何再次聚焦循环经济融资？

mailto:gocircular@giz.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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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价值峰模型（简化版）：线性经济活动与循环经济活动 
 

上
坡

 »
上
坡

 »

下
坡

 »

顶峰

顶峰

 重新利用，
共享利用，
集中备用......

 重新利用，
共享利用，
集中备用......

 维修，翻新，
再制造，改变用途，

产品/材料梯级利用......

 维修，翻新，
再制造，改变用途，

产品/材料梯级利用......

回收利用，物质梯级利用，
堆肥，降级回收，废物供能......

回收利用，物质梯级利用，

堆肥，降级回收，废物供能......

循
环资源

背景：
循环经济研究中，我们常使用价值峰商业建模工具！[2] 

2020年3月，欧盟委员会与欧洲投资银行列出了14个循环经济类型，其目标是在整个价值

链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对环境的伤害。[3]这些循环经济活动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代

表生产周期不同阶段，如图A所示。其与循环经济中的价值峰商业建模工具相对应：[2] 

循环设计与生产（上坡阶段）： 使用前阶段，涵盖可重复使用、可回收或可堆肥材料的开

发和供应，并以上述材料替代原始材料。上坡阶段包含循环供应商业模式等。

循环利用（顶峰）： 最佳利用阶段，通过产品再利用、扩展用途，实现循环经济模式的开

发与转型。“顶峰”环节包含产品-服务系统模式等，该模式基于租赁、按使用付费等商

业模式和共享经济。

循环价值复原（下坡阶段）： 使用后阶段，涵盖维修、翻新、再制造、单独收集、逆向物

流、回收等过程。下坡阶段中使用了资源回收模型、产品价值扩展模型与废弃物价值模

型。

循环支持（全程）： 涵盖助推循环经济的工具、应用及服务。

1. 线性经济

价值增长

消费者/使用者正向供应链 如：环境污染及其
他外部效应

价值损失

价值消亡

2. 循环经济

优化传递 重新捕获价值提升价值

 消费者/使用者正向供应链 使用终结/寿命终结

全程：
保持产品

最高价值

   
   

循
环设计

自始：

保存价值

全程

为何再次聚焦循环经济融资？为何再次聚焦循环经济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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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发融资机制、扩大循环经济规模，我们能够并最终应该在价值峰的各个环节采取相应

措施。一般来说，促进循环经济投资需要一系列工具，尤其是在调动和利用金融手段时。

根据相关政策和法律框架（大多数国家仍有待制订），想要有效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提供

仅谋求投资经济回报的金融服务并不足够。循环经济不只带来经济方面的投资回报，也带

来环境回报、社会回报和发展回报，后者甚至更加重要。而在今天，想要从单纯的现金流

贷款转向更适应循环经济的投资金融手段（如生命周期成本计算），人们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本报告将助力循环经济金融方面的发展合作。详见下文 »

第三章在每个示例国家中选择两个经济领域与物料

流程作更详细讨论。基于不同的国家优先事项、

既存结构与法律框架，本章描述了在所选国家

推进循环经济的切入点和潜在干预措施。选择

示例国家时，我们考虑了国家分类（中低收入

国家）、循环经济发展阶段及前景、地区分布

等因素。

下文中的研究结果和干预措施建议将提供可能的切入点，为发展合作提供帮助、开拓思

路，以支持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向循环经济过渡。

请参阅第一章 »

请参阅第二章 »

请参阅第三章 »

  
第一章对循环经济金融工具及其政治和制度环境作总体介绍。本章

重点讨论利用和传播循环方法的机会，并以此介绍循环金融的实

施模式。本章中也将讨论（国际）金融机构正在进行的筹资活

动与未来活动前景。此外，报告将提供金融工具指南图，分析

各种金融工具、融资机制在循环经济生产过程不同阶段的适用

性。 

在真实的经济领域及相关的物料周转流程中，循环经济面临一

些障碍。第二章具体讨论这些障碍，并探寻实施并强化循

环经济手段的杠杆和切入点。 

为何再次聚焦循环经济融资？为何再次聚焦循环经济融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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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的经济潜力

据估计，目前全球经济中只有8.6%可被定义为循环经济（根据物质循环吨数计算）[4]基于

这一较低循环水平，《2021年循环经济缺口报告》估计，未来的经济循环性将增强；到

2030年，循环经济企业可能增加四万五千亿美元经济产值。[5]许多利益相关方早已意识到这

一机会，特别是在金融服务行业：一些投资管理人开始推出专门的循环经济私募基金，例

如美国黑石（BlackRock）与瑞士荷宝（RobecoSAM）。指数提供商也推出了专门产品，例

如ECPI集团推出了循环经济股票领先指数，分为循环供应、资源回收、产品寿命延长、共

享平台、产品即服务（Product-as-a-Service）等类别。指数提供商Solactive推出了共享经济指

数，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则推出了循环经济和可再生能源指数。法国巴黎银行的

资产管理部门开发了一种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该基金跟踪ECPI循环经济领先指数。

总而言之：[6] 

1  

循环经济金融工具 

全球经济中，

只有8.6%是

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公募基金

管理资产在不到两

年内增长26倍，从3

亿美元增长至80亿美元

（2021）
循环经济

公司债券及国
债发行量增长约5
倍，从45亿美元增长至

210亿美元（2021）

1

2

循环经济具有巨大的经济和投资潜力，也对环境有益。这些益处

很多在今天尚未实现。本章将探讨阻碍循环经济发展机会的主要

障碍与市场不足。我们将参考实际经验，审视一系列障碍应对机

制。另外，我们制作了指南地图，以反映在不同融资难度下、在

循环经济价值峰不同阶段中各金融工具的应用情况。

1 循环经济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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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循环经济的融资工具

政府施政时应优先考虑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和《巴黎协定》中的国家承诺等。基于

此，我们可以确定不同的循环经济投资优先事项。其中部分是私人产品或公共产品，因其

涉及各领域、贯穿物料周转与利润周转过程，也因此需要对其使用各种机制和措施的“组

合拳”。

循环经济投资可分为两类：对循环经济扶持框架的投资和对循环经济相关资产的投资。

循环经济融资（即金融资源和金融知识）很大程度上由各国的制度框架决定。对循环经
济扶持框架的投资涵盖多个方面，例如建设相关法规，协助金融部门监管机构制定政

策，发展技能，需求分析等。上述条件决定了何时需要、需要多少经济和技术资源。另

外，如果能在定价时系统性地考虑到线性经济活动带来的环境损害，价格标签就会更加

妥当，循环经济也可能因之得到促进。因此，我们亟需调整现有的扶持框架，通过调整

监管方式或行业标准，更好地将环境成本内化到价格之中，满足相关的能力建设需求，

进而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克服市场失灵，跨越发展障碍。

对循环经济相关资产的投资。投资生产性资产是支持循环经济建设的优先义务。此类资

产的重要融资途径包括循环经济贷款融资、股权投资、租赁协议以及风险缓解机制等。

增加融资不仅要求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提高资金可用性，也要求设计与循环经济模型相

符合、与金融机构能力相适应的全新融资机制。

循环经济领域的投资障碍

全球循环经济投资需求激增，而与此同时，很多投资障碍也出现了，例如市场的不完善：

未反映在价格上的正外部效应和负外部效应（例如：温室气体排放、健康危害、环境污

染或生物多样性丧失）：在线性经济形态中，经济活动的社会或环境成本未能或未完全

能体现在市场价格上。如果这些成本未被计入市场价格，那么所造成的损失将由全社会

承担，而非仅由消费者或生产者承担。这将不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投资会考

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所有社会成本，其回报率也注定比线性经济模型更低，因为线性

经济只反映生产成本；投资者在进行回报率的比较后，可能会减少对循环经济的投资。

资本市场缺陷（例如：短期主义、本土偏见、政府补贴导致的市场摩擦）：如果缺乏一

个自由流动的、长期性的资本市场，对循环经济的投资可能受阻。

缺乏信息和信息不对称（如未知的共同利益）：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影响投资者做出最佳

投资决定，进而导致经济中资本的次优配置。

其他市场扭曲现象： 例如腐败、对其他领域的补贴等。

既存的市场缺陷或将减少投资回报，或将增加投资风险，继而降低循环经济活动的回报

率。因此，与完美市场相比，有障碍或缺陷的市场将导致对可持续循环经济的投资不足。

致使金融市场不完善的障碍包括：

循环经济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费用。这尤其给中小微企业带来挑战，因为它们

比大型企业更脆弱。

缺乏财政资源，政府的预算限制；由于缺少跟踪记录，获得信贷服务的机会有限（特别

是对中小微企业和市政当局来说）。

 缺少可用的混合机制（如风险缓解机制）。

市场不确定性（例如，基于回报的融资需要一定程度的确定性，即该项目能够在未来产

生现金流）。

政治不确定性： 政府未给予可信的承诺，这使民间（长期）投资决策面临额外风险。

不完备的监管环境： 有一些政策本意很好，但往往没有配套的执行管理措施，或缺乏相关

监管机构的经验。从管理角度看，这可能会为循环经济融资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中小企

业尤其受这点影响，因为它们既难以获得法律援助，又缺乏在当地政治环境中的议价能

力。然而，循环经济的潜力更多可能来自于中小企业而非大型企业。

循环经济是一种公共产品。理论上讲，为了实现开放经济中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只有当其

适当反映全生命周期成本和社会效益时，循环经济投资才将变得自发而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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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金融工具时，考虑发展阶段（或人们获得银行服务的能力）至关重要，因为发展阶段

决定了投资的收益机会。例如，在技术研发阶段，技术离商业化使用还很远，此时虽然建

议使用政府拨款，但不建议动用过量拨款去扭曲大范围市场（如电动汽车市场）。对金融

市场的宏观干预措施反映着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的互动（即杠杆潜力），也因此必须

得到认真研究。所以说，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拨款可刺激股权和债券市场，是可

采取的风险缓解措施之一；但在大规模市场中，公共补贴可能会排挤民间市场行为者。

总之，优惠的程度——与在市场利率下可获得的融资相比，借款人多获得的收益——应与

实施循环经济的难度成比例地增加。循环经济发展三阶段中通常适用以下手段：

创新项目、研发、新技术、产品或服务的概念证明（PoC）：政府拨款和风险投资。

商业化：结合政府拨款、股权融资与附属贷款。

扩大规模：股权和债务融资（可能附加优惠条件）。

这些手段具有不同功能：拓展融资渠道，减少风险，或帮助提供为循环经济赋能的发展环境。

下表展示了不同的市场失灵应对机制。

表 1 根据实际情况利用不同融资机制 

投
资

需
求

克服投资障碍之需求 应对机制与手段

对循环经济扶持框架的投资
（政策/监管与能力建设）

修改制度框架、管理框架和政策框
架，纠正系统性市场失灵

调整/开发新的政策与监管方式

信息公开与能力建设

内化环境成本，为应用循环经济概
念提供激励，采取市场和监管手
段，例如：

国家战略、法规、标准、政策，如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金融监管，如隐性税收、货币政
策；

财政政策，如征收原生材料税或   
土地填埋税，减少增值税，改革对
环境有害的补贴事项；

满足能力建设需要，例如：

技术援助，计划性的、有针对性的
培训（例如，在大学调整课程，

为当地银行职员提供培训）。

对循环经济相关资产的投资   
（项目层面）

便利投资行为，加强资产管理，以
补偿风险/回报对投资人的影响，
降低风险并提供融资渠道。 

为各阶段提供发展基金
（交易与扩展金融机制），例如： 

融资渠道：贷款融资、股权投资、
租赁（尤其是有偿租赁）、公共融
资工具、拨款（尤其是无偿赠予）
及其他融资渠道。

减小风险：例如贷款违约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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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人）也可以在概念证明阶段进行干预，关注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公

司，帮助其开发新技术、探索新市场。需要承担的失败风险很高，但回报预期也很高。在

预估回报预期时，需要考虑到只有一小部分初创企业会真正成功，很多投资最终失败了。

一般来说，风投投资期限少于10年，这与循环经济的特性不符，因为循环经济需要较长时

间的利润实现过程。风投金额通常比私募基金金额小，创业公司一般最多能收到1000万美

元左右的投资。股权资本注入将助力那些缺少过往业绩记录、盈利能力有限的商业模式发

展，使其更好地从试点阶段过渡到成长阶段。

风险投资与循环经济——示例

对可能需要较长发展时间的早期创新进行投资。例如群岛生态投资公司（Archipelago Eco 

Investors）的1号风投私募控塑基金，该基金旨在对开发一次性塑料包装替代物或通过环

经济模式回收利用价值的中小企业进行影响投资，帮助这些企业从试点阶段快速成长起

来。又如蓝色海洋合伙企业（Blue Oceans Partners）对循环经济创新者的风险投资，该投

资主要用于倡导重复使用、回收和替代塑料。再如闭环合伙企业（Closed Loop Partners）

的闭环风投基金，该基金旨在为推动产品与包装回收的企业提供早期资本。

美国金融公司MSCI创建了世界循环经济和自然资本股票指数，评估30只股票的表现。

新加坡的循环资本（Circulate Capital）私募基金旨在对废物管理和循环解决方案提供投

资，以减少东南亚的塑料垃圾。该基金于2019年从海洋基金（Ocean Fund）中筹集1.06亿

美元，于2021年从Disrupt基金中筹集2500万美元，还曾从1号基金中筹集1500万  美元，

共从上述三项基金中筹集1.46亿美元。投资者包括百事公司、宝洁公司、达能公司、香奈

儿、联合利华和可口可乐公司。

债权融资（贷款）

利用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是一种常见的债权融资手段。另外，公司或公共机构可以  
发行债券（有价证券）并出售给投资者，以筹集固定收入资金。一般来说，贷款人比股权

投资者更倾向于规避风险。虽然商业贷款的风险/回报计算往往偏向于保守，但具有更多优

惠条件（如较长持有期限、较长宽限期）的贷款为循环经济模式提供了机会。优惠贷款  是
对投资人的一种补贴性融资。传统融资方法往往只根据未来现金流计算融资成本，这自然

不适合渐进式的循环经济，因为循环经济具有公共产品属性，要求我们考虑更广泛复杂的

因素，如产品生命周期的全成本核算、生产者延伸责任等。

融资渠道

股权融资

对于小项目而言，自有资本或许足以支撑对节能设备等项目资产的投资。如果项目较大而

自有资本不足，项目开发者需要充分利用股权融资，即吸引感兴趣的投资者投资（私募股

权融资）或通过公司上市融资（公开募股筹资）。股权融资有望获得高回报率，但也伴随

较大风险。

私募基金一般向已成立的企业投资；更受私募基金青睐的公司一般掌握较成熟的技术，需

要股本注入来实现其某项具体的（可持续）项目，并帮助其推出新产品/产品种类、扩大产

量。私募基金投资者追求两位数范围内的较高投资收益率，这也意味着他们已做好应对更

大风险的准备。

私募股权融资与循环经济——示例

黑石（BlackRock）、坎德里安（Candriam）、瑞士信贷（Crédit Suisse）与荷宝（ROBECO）

等投资公司均针对循环经济提供私募股权融资，多以私募基金形式在欧洲进行。另外，法

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还为循环经济提供一种交易所交易基金（可反映循环经济领头

企业的股权指数）。

闭环合伙企业（Closed Loop Partners）创立的领导力私募基金预计投入3亿美元，用于收购

循环经济相关企业，如回收、包装、有机产品相关企业。

循环资本（Circularity Capital）私募基金预计投入7800万美元，用于支持欧洲 循环经济小

微企业，例如Grover和Winnow。

DWS蓝色经济全球股权基金（DWS Concept ESG Blue Economy）优先向缓解海洋酸化、 减少

海洋污染、保护海洋资源、倡导可持续性渔业的企业提供投资。

欧洲委员会与欧洲投资基金创设了一些公共资金，如蓝色投资基金（BlueInvest Fund）。这

部分资金用于为海洋环境领域潜在的股权融资和附随企业提供支持，也服务于为海洋经济

提供产品或服务的陆地产业。该行动旨在帮助   那些活跃于蓝色经济中的创业企业、早期

企业与小微企业，使其拓宽融资渠道，做好投融资准备。

辣木合作基金（Moringa Partnership Fund）本身是私募基金，但同时又可通过金融开发机构

等进行公开募股筹资，以便在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一体化小农场、价值链伙伴合作，

开展有经济利润且可持续的大规模农林间作项目。 

全球循环经济与
自然资本投资
指数

1 循环经济金融工具1 循环经济金融工具



20 21

债权融资（债券）

当银行贷款不足以为公司或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时，债券是一个吸引资本的替代方案。债券

即出售给投资者的债务证券。虽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全新的主题债券已然出现，包括可

持续发展债券、气候变化债券、转型债券等。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列出了一系列绿

色、社会友好型和可持续发展型债券，它们得到普遍的国际认可。国际资本市场协会为每种

类型债券制定了原则，[8]将其作为最佳自愿实践指南，并定期更新。这些主题债券被特别指定

用于各类可持续发展或社会发展项目。“绿色”是此类债券的附加特征；债券的“绿色”是

由被投资的项目决定，而非由债券发行人决定。随着可持续金融的发展，气候风险越来越

多地被纳入投资考量，绿色债券已成为有很大吸引力的投资机会，这值得我们关注。

为保证绿色债券的“绿色”性质，并支持其发行，一些机构已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如ICMA
的绿色债券标准，以及气候债券分类法、绿色债券背书项目目录、欧盟可持续活动分类法

等。虽然目前还未专门出台循环经济债券指南，但《循环经济从业者指南》提到了ICMA绿
色债券原则，这些原则涉及循环经济的很多方面，例如能源效率、可持续废物管理、可持

续土地利用（包括可持续林业和农业）、清洁运输和洁净水资源。

债券融资与循环经济——示例

公司债券

BASF发行价值10亿欧元的绿色债券，助力循环经济产品与循环经济活动发展。

Kaneka化学公司倡导研发生产可生物降解或可回收的生物基聚合物，以促进塑料循环。

百事公司发行价值10亿美元的绿色债券，资助“减少原生塑料使用”等活动。

海纳发电公司（EGE Haina）最近在多米尼加发行了首支企业“绿色债券”，价值1亿美元，

最长持有期15年，收益率5%。该债券按照ICMA绿色债券原则计价，主要面向当地市场主体

销售。[9]该项目获得多米尼加费勒评级机构（Feller Rate Dominicana）的“A”级风险评级，

展示出强大的市场信任。太平洋企业可持续发展组织（Pacific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认

为该债券符合绿色债券原则，并在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limate Bonds Initiative）批准后对

其进行了气候债券认证。这是多米尼加首支获得该认证的债券。

目前，市场上很少有符合循环经济框架的专门信贷额度或信贷产品，但已经出现了针对制

造业和住房领域能源效率的倡议。如果想通过贷款扩大循环经济规模，要么将循环经济指

标和原则纳入现有的经济活动和信贷额度，要么在实践基础上设计新的循环经济信贷额度

或贷款产品，在贷款银行与中小企业等最终受益者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网络。

债权融资（贷款）与循环经济——示例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的循环经济区域倡议（CERI）在土耳其、阿尔巴尼亚、波斯尼

亚-黑塞哥维那、黑山、北马其顿、塞尔维亚提供优惠融资，以改善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内

的原材料管理，并转化垃圾填埋场和海洋环境中的废弃物，减少/消除温室气体排放，消

除有害化学品，预防和管理化学品危害，尤其针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和非预期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UPOPs）。

据欧洲投资银行（EIB）报告，过去五年中，约有25亿欧元贷款用于循环经济项目，如建设

废旧电子电气设备的采集和回收设施。因多拉玛化学品公司（Indorama Ventures）承诺投资

15亿美元建设塑料回收基础设施。

国际金融公司（IFC）向巴西Corsan公司提供了可持续发展贷款，以减少水资源损失并降低

贷款利率。.[7] 这是巴西水资源领域第一笔与可持续发展挂钩的贷款。

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集团（Intesa Sanpaolo）是一家民营金融机构，它管理着Plafond这一

专门信贷机制（60亿欧元），重点关注意大利等国企业的循环经济创新项目，包括延长产

品和材料使用寿命、自然资本再生（例如修复退化土壤）、能够减少废物和污染的环保设

计等。

全新的主题债券已

然出现 »

可持续发展债券、气候

变化债券、转型债券

世界银行发行的“蓝色
债券”旨在减少海洋塑
料污染。

Plafond – 专项信贷

机制，重点关注循

环经济创新项目

1 循环经济金融工具1 循环经济金融工具



22 23

循环经济社会影响债券——假想案例

服务提供者（非营利性）：服装产业协会、循环经济社会影响债券发行组织（国际金融协会）、

私人资本（时尚基金）、政府（商务部）、评估机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产出目标：为纺织业中小企业提供化学品租赁商业模式培训的具体次数。

所需的框架合同：政府机构与债券发行组织、服务提供商签署合同；也可将评估机构列为合同

签署方，以明确技术细节。

图  1 循环经济社会影响债券的可行示例——服装产业

债券发行组织发行社会影响债券。投资者与循环经济社会影响债券发行组织（CIBIO）签订双方合

同，投资者购买债券。债券发行组织将资金支付给服务提供者。服务提供者开始进行培训。评估

机构确认结果并向政府汇报。政府向债券发行组织偿付约定的金额。债券发行组织从投资者处回

购债权，资金（包括利润）最后回流到投资者手上。

可对上述基本机制进行适当调整。例如，政府可以和抱有慈善动机的投资者约定分摊投资金额。

需要注意，政府只有在项目成功实施后才能付款，但这一官方角色在框架合同中发挥着关键作

用。

国际公共金融机构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发行价值5亿美元的绿色转型债券，为循环经济制造业（包括

化学品、水泥和钢铁生产）提供投资。

欧洲投资银行（EIB）发行的第一支可持续发展意识债券（SAB）价值5亿欧元，被指定应

用于减排和回收等领域的循环经济相关贷款。另外，欧洲投资银行还发行了价值7.5亿欧元

的可持续发展债券。2021年1月，欧洲投资银行发行了新的可持续发展债券，价值15亿欧

元，将于2041年到期。这一债券将只分配给对欧盟可持续发展目标有重大贡献的环境和社

会项目。除此之外，SAB将其目标内容扩展到包含“保护及恢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世界银行发行了价值一千万美元的可持续发展债券“蓝色债券”，旨在减少海洋塑料污

染。

美洲开发银行（IDB）设计发行B型债券以吸引机构投资者，因为机构投资者通常倾向于在

发展程度更高的市场上投资。在机构投资者协议的基础上，B型债券首先被出售给特殊中

介，之后被分散发行至企业或个人手中。

《循环经济城市融资指南》指出，社会影响债券（SIBs，也称“按效益付费债券”、“社

会效益债券筹集资金，推进实施循环经济城市创新倡议，而无需承担财务风险。社会影响

债券由各国的国家或地方政府机构发行，目前还没有统一标准。

我们可以将社会影响债券理解为公共机构（如政府）、服务提供者（如非营利组织）和债

券发行机构（如金融机构）之间的新型协议。其中，确定产出或结果非常重要。社会影响

债券涉及的角色分别有：第一，提供有偿服务的社会影响实体；第二，持有循环经济所需

资本的私人投资者；第三，能够签署有效合同的政府机构；第四，作为投资者、服务提供

者和政府之间中介的债券发行组织；另外，还可能存在评估投资结果的独立评估机构。

投资者通过债券发行组织为非营利组织提供资金，并产生社会影响。债券发行组织将资金

支付给服务提供者，覆盖后者的运营成本。如果循环经济目标得以实现，政府就向债券发

行组织付款。债券发行组织将该款项偿付给投资者，还会为投资者提供可能的财务回报。

利用社会影响债券
为循环经济城市创

新倡议筹集资金

3b

1 循环经济金融工具1 循环经济金融工具

投资者/资本注入

（时尚基金）

民间
资本

债券发行组织 

绿色债券开发 
银行

信息

结果评估机构

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

公共
资本

政府

商务部

1. 投资者购买债券 信息
2. 向NGO支付价款

服务提供者
（NGO）

服装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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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评估机构确认结果

4. 政府补偿
5. 债券发行组织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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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

担保并非直接融资手段，但可以为相关风险（如贷款违约）提供保障。担保可以帮助人们

在更有利的金融条款和条件（T&C）下获得资金。在一些可持续发展活动达到商业化之

前，由政府部门背书的公共担保能够非常有力地为其调动民间资金。如果循环经济模式中

的可用抵押物有限，担保能够弥补这一缺陷，并重新吸引传统的股权和债权投资者。一般

来说，若出现违约情形，担保能补偿投资者的部分损失。

然而，通常情况下，担保不能覆盖所有潜在损失；因为如果能通过担保避免所有损失，投

资者就会失去做尽职调查的动力。分摊损失指的是避免投资者遭受极端损失，或按照投资

者预期，在一定时期内渐进地应对风险。在政府担保中，政府机构会承诺从发放贷款的金

融机构购买债务，并为贷款承担责任。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与循环经济——示例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为民间投资者和贷款人提供政治风险保险和信用升级业务。例

如，2013年，MIGA为苏伊士环境公司、Infilco	Degremont	公司和 Morganti集团公司在约旦AS 

Samra污水处理项目中的股权投资提供了20年违约风险担保。

瑞典SIDA为国际金融公司的多边混合融资基金提供政府担保。另外，欧洲东方汇理资产管

理公司与IFC合作成立了价值10亿美元的绿色债券基金，用以支持上述多边混合融资基金。

该基金专门购买绿色证券，这些证券由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发行，为当地气候投资提供资

金。

欧洲投资银行扩大了应对COVID-19的担保计划，例如成立250亿欧元的欧洲担保基金，为欧

盟企业提供高达2000亿欧元的股权或债权融资。至少65%的融资将提供给中小企业。欧洲

的其他公共担保机制包括：COSME贷款担保工具[14]（可担保80%的贷款金额）、EaSI担保[15]

（25,000-500,000欧元）、InnovFin担保[16]、InvestEU担保[17]、现代化基金（Modernisation 

Fund）[18]等。

荷兰银行要求供应商提供覆盖产品或零部件功能的终身担保。如果产品早于预期时间损

坏，荷兰银行会按比例支付维修费用。这类协议使供应商更认真地对待产品寿命，并尝试

使用创新方案来延长产品寿命。此外，银行还要求供应商提供回购担保，其期限取决于产

品的技术生命周期。

降低风险

租赁

在数字服务等领域，“xx作为服务”运动正如火如荼。某种程度上，租赁业务正是这一模

式的先导。近几十年来，租赁行业发展迅速，成为循环经济的有力推手。“xx作为服务”

模型的核心是让客户高效地获得经营活动所需设备，而非拥有这些设备。租赁模式中，出

租人在资产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保留所有权。这种思维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生产者延伸责任原

则，在循环经济中非常关键。出租人延长资产的使用期限，使其能被再加工、再利用。这

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资产的经济效用，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影响。有偿服务模式

（例如化学品租赁模式[10]）中，价格与服务的数量或质量挂钩，所有权得到明确，产品制

造商或零售商负责安装。共享经济模式是租赁业务的一个变种，但用户使用时间通常较

短，而且用户群体较大（例如车辆共享、工具和设备共享）。

部分金融机构会采取“融资租赁”商业模式。在该模式下，承租人（借用人）和出租人（金

融机构）就使用资产（如设备、车辆等）的条款和条件（T&C）达成协议。承租人选择资

产后，出租人购买该资产。根据条款和条件，承租人支付租赁费。资产所有权仍归属于该

金融机构。条款与条件中会规定合同期限，合同终止后，承租人可以选择保留资产或将其

交还出租人。

租赁业务的发展离不开某些赋能手段。例如，需要允许对豁免资产进行二次利用，还需要

培养创新思维，寻找并实施应对金融风险的最佳方案。为促进租赁市场发展，政府需要作

出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引入相关标准，规范二级市场。另外，在产品设计过程和生命周期

末端（包括合理拆解、回收利用有价值部分、整修翻新）都应考虑租赁理念。为了在各国

建立有利于租赁服务和融资租赁发展的立法环境，技术援助也非常必要。

租赁与循环经济——示例

法国巴黎银行与 3 Step IT 合作提供租赁方案，追踪企业科技设备（如电脑、智能手机、打

印机、软件、保健用品）的生命周期，以避免浪费，并鼓励翻新和重新利用，关注重点在

于服务而非产品。法国巴黎银行还推出了租赁解决方案，包含为期四至五年的租赁合同。

这套解决方案将被提供给对接企业的电力装配商（如推出设备与服务）、企业（如提供长

期汽车租赁套餐）、能源供应商（如向客户出租充电站）和汽车制造商（如提供电力汽

车）。[11]

飞利浦医疗保健合作伙伴关系商业模式建立在可升级设备、系统翻新和部件再利用的基础

上，目标是减少设备的总生命周期成本，并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12]

Signify公司的前身是飞利浦照明公司。它提供“Pay per Lux”服务——销售照明服务而非灯

泡，以便增强可持续性。[13]

在“xx作为服务”模

型中，消费者不需要

购买，就可以获取所

需的设备。

如果循环经济模式

中的可用抵押物有

限，提供担保是一

种替代方案。

1 循环经济金融工具1 循环经济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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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手段可以用于增加公共收入，也可以用于将环境成本内部化，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以期政府最终取消对环境有害的补贴项目。例如，对纯净原材料征税，对材料的回收和

再利用进行补贴，推行“丢弃时付费”制度，加强土地填埋许可证交易管理等。使用市

场工具时需要充分考虑可能的后果，避免使负面政策得到施行。例如，焚烧设施的建设

和相关政策（如增加填埋税、禁止填埋）可能使垃圾焚烧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但这将

阻碍循环事业的发展。

监管手段可能包括制定回收目标、产品质量标准（生态设计要求）、回收内容要求、产

品可修复性要求、可回收性要求、终身担保、禁令和限制、押金制（DRS）等。

其他手段，包括信息公开方案和具体的公共采购政策。

各领域使用的工具可能略有不同。本清单仅为示例，实际上可能出现重叠或不同组合方

式。

在上述市场手段和监管手段中，有一些内容与循环经济格外相关：

生产者延伸责任（EPR）计划基于"谁污染谁付费"原则，将材料（如包装、电子和电气设

备、电池、轮胎和报废车辆、家具和纺织品）的收集、回收管理成本内部化，价格通常

基于每单位制定。该计划鼓励制造商对与工艺和产品的环境影响负责，有助于推动废物

预防、回收和再利用、减少垃圾焚烧，同时也可以产生经济价值。

绿色和循环公共采购中，需要对商业行为责任进行尽职调查，保证商业活动符合环境和

社会标准。例如，经合组织曾发布《服装与鞋业负责任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22],[23],[24]

还需加强信息和能力建设，完善有关资源效率和废弃物的数据、指标和账户，大力推进

研发，提升人们对资源使用之环境影响与环境成本的认识，引入环境标签，保障信息公

开，签署自愿协议或其他民间倡议。

由于培训、政策支持等手段不能产生直接收入，赠款资金和优惠贷款是打造循环经济发展

框架的重要杠杆。

通常情况下，一次性付款/预付款的无偿拨款可以覆盖一定比例的投资成本，并通过资助

非创收部分（如研发、技术援助）来发挥正面作用。另外，发展循环经济还需要付出一

些“软成本”，例如创设合适的监管环境或行业改革；在这些方面的赠款资金是保障技

术设计获得商业融资的前提。

为了创设有利环境，推动政策改革和体制变革，一些多边和双边发展金融机构正在提供

基于政策的贷款（PBL）。政策性贷款项目一般涉及多个捐助方，常与其他融资手段结合

使用。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PPP)

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之间建立合作关系有助于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协调经济活

动。PPP的核心要素是：正式伙伴关 系、风险分担机制、对私营部门的融资激励。公私合

作关系会对循环经济活动产生多方面影响。通常情况下，关键绩效指标（KPI）与时间、劳

动力、资源效率相关，而并非一定与循环经济标准相关。当前，循环经济原则日趋重要，

循环经济益处日渐明显。更多政府正在把握机会，通过与私营部门合作，在采购基础设施

和公用物资时贯彻循环经济原则。可以使用PPP模式确定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贡献，平衡项

目早期高风险特征与民间的有限风险偏好。在理想的合同环境下， PPP模式将循环经济原

则纳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政府还应注意，鼓励创新的投标文件和KPI应该是关注实

际问题并可实施的。强制规定采用不熟悉的新技术、做法或材料可能会增加风险，并打击

赞助商和贷款人的积极性。所以说，循环经济创新要求灵活性。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与循环经济——示例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在拉丁美洲设立的生态商业基金专注于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调动民间资

本以保护生物多样性，推动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

荷兰ExpoLAB在“从摇篮到摇篮”原则指导下建立公私合作项目，在建筑环境中运用循环

经济概念，例如为芬洛市政厅建立原材料数据"护照"，详细说明原材料来源和生产流程，

并在其使用寿命结束后进行高水平再利用。[19]

为了应对废弃物管理挑战（例如回收建筑垃圾），政府部门可以采用公私伙伴关系的采购

模式。白俄罗斯就已经号召民间力量收集废弃物和可回收物，以便改善城市废弃物管理系

统。[20]

有利的环境：为循环经济赋能

向循环经济过渡意味着全新商业模式的出现，包括通过租赁实现“产品即服务”，或为商

家和消费者间的租赁业务提供个性化保险。然而，因为与传统线性经济模式不同且缺少实

践惯例，这些商业模式往往被认为具有较高不确定性。因此，循环经济模式被认为是有风

险的，在几乎无法预测未来结果的情况下，其回报率不确定。为了给循环经济模式创造一

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需要强有力的框架条件支撑。

若要将循环经济原则（如高效利用资源、材料回收）纳入国家政策，政府规划和融资非常

关键。[21]

需要出台涵盖经济工具、法规、基于信息的自愿手段（如绿色 股票报告）、环境影响分级

（如建筑法规）、财政支持（如预算分配）的政策组合，以体现环境成本，并为应用循环

经济概念提供激励。政策工具主要分为三类：

生态经济基金（eco.
business Fund）利用PPP
模式保护生物多样性。

循环经济模型具有风

险，收益不确定。

1 循环经济金融工具1 循环经济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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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循环经济价值峰上应用金融工具？

如上所述，要选择最适合的金融工具来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关键是要考虑发展阶段以及生

产周期中的对应阶段。下表展示了循环经济价值峰各发展阶段中不同金融工具的适用性。

表 2 循环经济价值峰上的发展阶段与金融工具选择    
 （标记：+ 通常选用，- 较少选用）

融资可行性 » 概念证明 商业化 规模化

选择 价值峰 选择 价值峰 选择 价值峰

融
资

手
段

（股）私募股权 + + +++ 全程

（股）风险投资 ++ 全程 + +

（股）上市股票 -- - +

（债）商业贷款 --- + +++ 全程

（债）优惠贷款 - +++ 全程 --

（债）绿色/社会债券 ++ 顶峰 +++ 全程

（股/债）点对点借贷 + ++ 顶峰 -

（股/债）按效益付费 ++ 顶峰 ++ 顶峰 +

降
低

风
险

（担保）借款担保 ++ 全程 ++ 全程 +

（担保）购买担保 - + +

赠款 +++ 上坡/下坡 --- ---

（担保）保险 - + ++ 全程

租赁选择 ++ 顶峰 ++ 顶峰/下坡

赋
能

环
境

能力建设（培训） +++ 上坡/下坡 + -

制定可持续标准 - + ++ 上坡

改进财政政策 + ++ 上坡 ++ 上坡

注：上表是简化描述，仅供参考。金融工具的适用性取决于国家背景，受金融部门发展水平、资本市场完善程
度、金融监管情况等多重因素影响。信息可能互有重叠。

赠款资金和政策性贷

款是打造循环经济赋

能框架的重要杠杆。

1 循环经济金融工具1 循环经济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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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强调，为了实现预期效果，需要谨慎选择金融工具。因此，本章

将聚焦全球范围内循环经济的相关产业和物质流动，描述其中的具体障

碍与挑战，并在价值峰模型上进行表达，寻找推行循环经济的杠杆与潜

在切入点。

2
相关产业与物质流动中的循
环经济方法

无论是在当今还是在预期未来，建筑部门都将占据原材料消费的很大份额。GI Hub分析显

示，基础设施建设消耗了世界上约63%的原材料，而二十国集团（G20）的耗材量约占总量

的80%。[25]

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使用的大部分材料是非金属矿物；预计到2050年，其年消费量将翻一

番。[26],[27]建筑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碳排放主要来自于所

使用的材料、[28]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的制冷制热与照明，尤其是混凝土生产，因所需水泥材

料的碳足迹很高（每年约产1.09亿吨二氧化碳）。[29]

由于建筑行业的线性特征，大多数建筑材料在使用寿命结束阶段被丢弃或降级回收。为了

将建筑材料尽可能长时间地保留在价值链中，最具前景的方案之一是将循环经济方法引入

建筑领域。循环经济提供了很多机会。例如，采取循环经济措施后，可以在2050年前免除

5亿吨额外的初级钢铁生产，每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0亿吨以上。[30]下图展示了建筑行业实

现循环发展的常见障碍、循环经济措施的潜在切入点以及合适的金融工具：

建筑行业

图 2 建筑行业 » 价值峰模型 » 循环经济发展障碍、潜在切入点与金融工具

上
坡

 »

下
坡

 »

顶峰

全程

发展障碍
 1   过长产品寿命阻碍资源流动、价值共享与融资
 2   低碳密集型材料的价格劣势
 3   对替代材料的工业标准缺乏一致意见或统一规定
 4   不稳定的二级材料供应
 5   有限的循环设计知识与合作
 6   价值链上的激励措施有限
 7   缺少有机材料
 8   复杂和多模块的价值链阻碍了循环供应
 9   不利的融资与税收政策
10  产品和材料缺乏可追溯性
11  缺少可靠的产品和材料信息/数据库
12  建筑垃圾管理手段滞后

潜在切入点
 A   二级材料市场激励措施
 B   建筑规范与材料标准
 C   废弃物/资源处理基础设施与技术

金融工具
 a   赠款资金与技术援助
  （例如通过制定实施相关标准与规范）
 b   为研发循环建筑手段提供融资（例如设计住房方案）
 c   发展以循环经济模式为重点的B2B和B2C融资机制
 d   为模块化建筑等提供（非）优惠贷款（例如与KPI挂钩的贷款）
 e   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绿色采购
 f   在循环经济模型（如生态友好型经济或建筑行业）中，
  为中小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融资

4

3

A

2 7

10
 e

12

 d

图中仅展示了部分示范性的融资方式，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选择。金融工具的使用高度依赖于发展背景，选择金融工具时需考虑金融行业发展水平、资本市场完善程度、金融监管政策等。
来源：GIZ, Frankfurt School, FS-UNEP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Climate & Sustainability Energy Finance (2021). Financing Circular Economy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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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和其他基础设施是使用寿命最长的产品之一；其价值链不仅跨越地域，还跨越很长

的时间跨度。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价值共享，则极富挑战，不论是

在资源和材料供应商、建筑商之间，还是在建筑的受益者和回收者之间。然而，对建筑受

益者而言，价值共享是降低每个施工阶段成本的关键。此外，由于成本和收益并未随着时

间推移而得到分摊，加上建筑内产品的所有权转让条件可能很苛刻，可循环建筑项目以及

产品服务系统仍面临着融资困难。

下表总结了建筑业中应用循环经济方法的主要挑战、潜在切入点和主要驱动力：

表 3 建筑行业的循环经济方法：行业特征概览

主要挑战 潜在切入点 主要驱动力

全程：基础设施建设中自然

资源的过度消费和长期囤

积。

上坡阶段：现有的基础设施

资源使用不足，或过早结束

使用。

下坡阶段： 建筑材料的过早

报废（降级循环或倾倒建筑

废物）。

全程：实现长期和复杂价值

链上的价值共享。为资源材

料再利用的商业模式提供支

持与投资。

上坡阶段：为创新计划提供

资金，减少资源和材料的投

入，推动价值链全程的回收

利用与合作（如建筑护照、

模块化建筑）。

顶峰：支持和资助基础设施

的最佳使用模式、最佳生命

周期模式。

下坡阶段：为技术和商业模

式的发展提供资金，推动建

筑材料的再利用和再循环。

有利的政策框架与合适的金

融工具是主要驱动力。它们

有助于弥补建筑行业的长时

限弊端，激励新的价值创

造，帮助价值链上的所有参

与者分享建筑红利。

此外，所有利益相关者需要

紧密合作，共同努力，以实

现建筑的长期共享使用愿

景。

of the  world’s  
         materials,

从数据服务器到医疗扫描仪，从发电厂到船舶，资本设备涵盖各种机器和设备硬件。虽然

对满足世界各地的社会需求至关重要，但资本设备制造业每年在全球消耗72亿吨原材料，

占全球矿石使用量的一半以上（56%）。鉴于此，我们亟需采取循环经济战略，优化资本

设备的购置及使用，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解决资源匮乏问题，增强市场弹性，实现价值

链的可持续发展。

资本设备，连同建筑和基础设施，是构成整体经济存量（长期使用材料）的关键部分。它

们的使用寿命长达几十年。长寿命资产拆除时的建筑垃圾占据了每年全球废弃物产生量的

23%。建筑行业的具体特点在前一章中已有讨论。资本设备的设计、建造和采购都是为了

持久应用。因此，适用于短寿命产品和消耗品（"流动产品"）的循环发展战略可能并不有

效，或并不合适。资本设备是长寿命产品（"持久产品"），需要特殊对待。

下图展示了资本设备领域实现循环发展的常见障碍、循环经济措施的潜在切入点以及合适

的金融工具：

资本设备

发展障碍
 1   暂无全行业的循环设计标准与定义
 2   二级部件/材料来源、质量与内容透明度低
 3   新生市场中二手部件和二次生物基材料需求量较低
 4   创新周期短，阻碍了技术长期发展
 5   数据不一致，（设备共享等）数据孤岛
 6   监管部门阻碍产品延伸使用 
  （例如，现行的折旧会计规则对新产品而非二手产品更有利）
 7   设备使用完毕后，返还时的管理障碍
 8   复杂的监管程序，逆向物流的高交易成本
 9   “二次寿命”扶持技术不发达

潜在切入点
 A   标准和法规（如产品护照）
 B   取消对线性经济方案的鼓励机制
 C   在可循环标准等方面展开合作
 D   “易循环设计”
 E   （政府）采购指南
 F   为逆向物流和跟踪机制等循环经济方案提供政策激励
 G   数据收集与分析
 H   有利的投资条件

金融工具
 a   针对循环采购和终端管理技术进行赠款资金或技术援助，
  进而制定政策/法规
 b   发展服务型循环经济模式，增加资本设备的租赁选择（包括 
  租赁融资）
 c   为数字解决方案的商业化进行众筹
 d   用于租赁、按服务或按单位付费、随用随取商业模式的债权/股权工具
 e   为持久性、模块化的循环经济模式提供（非）优惠贷款（如与KPI挂钩的贷款）

上
坡

 »

下
坡

 »

顶峰

全程

重新利用，共享
利用，集中备 ...

维修，翻新，再制造，改变用途，
产品/材料梯级利用 ...

回收利用，物质梯级利用，堆肥，降级
回收，废物供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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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仅展示了部分示范性的融资方式，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选择。金融工具的使用高度依赖于发展背景，选择金融工具时需考虑金融行业发展水平、资本市场完善程度、金融监管政策等。
来源：GIZ, Frankfurt School, FS-UNEP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Climate & Sustainability Energy Finance (2021). Financing Circular Economy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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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设备在创造价值方面有很大潜力，且有助于高效利用资源。鉴于现有的设备存量巨

大，其使用寿命可以得到进一步延长，并可共享使用，减缓其老化速度，以避免浪费。例

如，退役飞机得到了循环处理：其85%至90%的部分被回收再利用，约40%至50%的部件被

重新分配、重新使用。[31]资本设备领域的循环经济战略应以保留设备的最高价值为目标，

注重再利用、翻新、再制造，以及远程和预先维护、远程和现场升级，提高硬件使用率，

甚或设计可取代硬件的软件解决方案（例如使用一个移动应用程序而非一块专用屏幕）。

当由于技术或条件原因，设备不再可用时，回收仍然是最终解决方案。在资本设备领域，

投资的金融资本和风险相对较高。因此，客户已更习惯于通过服务模式进行投资。与“企

业对接消费者”的情形相比，在“企业对接企业”的背景下，利益相关者更容易安排新的

商业模式，如“产品即服务”模式。维护和翻新等循环战略已在资本设备领域应用了相当

长时间。资本设备行业已然在某些方面成为循环经济的领跑者，有良好的实践经验可与其

他行业分享。然而，仍有必要改善再利用模式的经济逻辑。

下表总结了资本设备领域循环经济方法的主要挑战、潜在切入点和主要驱动力：

表 4 资本设备领域的循环经济方法：行业特征概览

主要挑战 潜在切入点 主要驱动力

全程：大量资源消耗与长期

储备

上坡阶段：为产品使用寿命

的延长提供支持，如投资于

循环经济模式相关技术、监

管框架、市场框架。

主要驱动力是技术解决方案

以及监管和市场框架（如税

收政策），以延长设备使用

周期。

电子废弃物（e-waste）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废物流。2018年，全球产生了约5000万吨电子

废弃物（包括1.5亿部手机）。[32]80％最终进入废物流，或被进行不合理的交易或处理。理

论上，几乎所有电子废弃物都可被回收。从电子废弃物中提取金属有一定难度，但其利润

潜力很大，因为每年产生的电子废物至少价值625亿美元。当前，“城市采矿”（即从复杂

的废物流中提取资源）在经济上甚至可能比从地下提取金属矿石更加可行。尽管有迫切需

求和重要机遇，电子行业的循环经济转型依旧面临许多障碍，没有任何一个利益相关者能

够单独掌控局面。只有通过价值链合作，通过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协

作，才能克服关键障碍。[33],[34]

下图展示了电子信息技术产业（ICT）实现循环发展的常见障碍、循环经济措施的潜在切

入点以及合适的金融工具：

电子信息技术产业

发展障碍
 1   没有考虑到外部因素，导致市场运作不良 
 2   缺少循环经济框架标准
 3   不稳定的二级材料供应
 4   关于循环设计的知识和合作有限
 5   消费者获取循环产品的机会不多
 6   富有挑战的商业案例，融资难度大
 7   复杂、不兼容的全球电子废弃物法规（高交易成本）
 8   预处理技术不发达
 9   对回收基础设施投资的激励有限

潜在切入点
 A   统一易循环产品与材料标准
 B   循环设计
 C   回收和再利用
 D   教育（如《巴塞尔公约》）
 E   市场需求
 F   循环经济模式
 G   为（预）处理技术提供融资
 H   激励行动者（如回收者）

金融工具
 a   赠款资金与技术援助（如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
 b   聚焦于循环经济模式、延长产品寿命的政策法规, 
 c   为循环经济模式提供购买担保和贷款违约担保
 d   推动租赁经济模式和“xx作为服务”经济模式发展
 e   为循环经济模式提供（非）优惠贷款（例如与KPI挂钩的贷款）
 f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和循环采购
 g   为中小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进行分拣、预处理等领域的技术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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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仅展示了部分示范性的融资方式，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选择。金融工具的使用高度依赖于发展背景，选择金融工具时需考虑金融行业发展水平、资本市场完善程度、金融监管政策等。 
来源：GIZ, Frankfurt School, FS-UNEP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Climate & Sustainability Energy Finance (2021).Financing Circular Economy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图 4 电子产品 » 价值峰模型 » 循环经济发展障碍、潜在切入点与金融工具

2 相关产业与物质流动中的循环经济方法：障碍与潜在切入点2 相关产业与物质流动中的循环经济方法：障碍与潜在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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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消费是一种快速流动的商品，尤其是就投入材料的价值而言。有必要制定政策框架，

提供商业支持，以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停止材料损失，并减少污染。全球供应链高度复

杂，受各种环境问题与社会冲突影响。由于一些国家相关法规薄弱或未制订相关法规，必

须进行全球性的监管干预，以防止利用监管漏洞，并推动循环经济方案和价值共享。除此

之外，经济上可行的逆向循环对于资源循环的闭环阶段至关重要。因此，需要进行回收设

计，并投资于创新的回收技术。

下表总结了电子产品领域循环经济方法的主要挑战、潜在切入点和主要驱动力：

表 5 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的循环经济方法：行业特征概览

主要挑战 潜在切入点 主要驱动力

上坡阶段：许多电子产品被

设计成快速流动的消费品，

进而打造电子“时尚潮流”，

加剧电子废弃物危机。

下坡阶段：大量的电子废弃

物产生，约80%未被记载或

被（非法）处理。即使存在

延长产品寿命的市场，这些

产品最终也会成为废弃物。

电子产品的回收利用复杂而

昂贵。

全程：防止电子废弃物的损失

（例如，执行政策框架，建立

强制和可追溯的逆向物流循

环，材料所有权仍然属于供应

商等）。

全程：通过采用便于回收的设

计，支持回收技术创新，推动

价值链合作，实现物质循环的

闭环。

顶峰：为使用寿命大幅扩展和

产品翻新提供可能。

价值链合作和所有利益相关

者协作是克服循环经济实现

障碍的唯一途径。

塑料在众多领域应用广泛，而塑料垃圾的产生受产品寿命和成本影响。易耗产品的主要问

题是产生当前废弃物（96%的塑料包装最终成为废弃物[35]）并泄漏到环境中，但平均寿命

较长的产品（如建筑产品，平均寿命约35年）有其他弊端——它们将关键问题推迟到未

来：如何处理有毒材料以及不可回收材料？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亟需重新思考材料的

合成与设计过程。

塑料产品的共同问题是依赖和消耗化石资源。美国的塑料工业每年全产业链释放温室气体

2.32亿吨以上，这相当于116个燃煤电厂的碳排放量。[36]另一个共同问题是，塑料制品中添

加大量（有问题的）添加剂以提高材料性能，如增塑剂、阻燃剂、抗氧化剂、酸清除剂、

光热稳定剂、润滑剂、颜料、抗静电剂、防滑剂和温度稳定剂。[37]这些物质可以迁移、排

放、泄漏或释放到[38]环境中，从而使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受到威胁。此外，它们还给塑料

制品的回收利用带来了困难。

下图展示了塑料产业实现循环发展的常见障碍、循环经济措施的潜在切入点以及合适的金

融工具。关于塑料包装产业的具体内容将在下一章详述。

塑料产业

发展障碍
 1   市场运作不良，缺乏循环动力
 2   缺少替代材料 
 3   对进口产品影响甚微
 4   未构建起稳固的循环经济模式
 5   非正式废弃物处理成为习惯
 6   管理制度差、成本高

潜在切入点
 A   将进口国纳入欧盟工业供应链中
 B   有利的政策工具
 C   循环材料/产品设计的激励措施
 D   循环经济模式
 E   非正规废物处理的替代手段
 F   建立有效的处理系统
 G   为处理系统和技术提供融资

金融工具
 a   赠款资金与技术援助（如生产者延伸责任）
 b   提供政策性融资，赋能投资环境
 c   提供租赁（含融资租赁）
 d   为早期创新（如研发一次性塑料包装替代品）提供投资
 e   为循环经济模式提供（非）优惠贷款（例如与KPI挂钩的贷款）
 f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与循环采购
 g   关注塑料垃圾的循环债券/绿色债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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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仅展示了部分示范性的融资方式，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选择。金融工具的使用高度依赖于发展背景，选择金融工具时需考虑金融行业发展水平、资本市场完善程度、金融监管政策等。 
来源：GIZ, Frankfurt School, FS-UNEP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Climate & Sustainability Energy Finance (2021). Financing Circular Economy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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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塑料产业» 价值峰模型 » 循环经济发展障碍、潜在切入点与金融工具

2 相关产业与物质流动中的循环经济方法：障碍与潜在切入点2 相关产业与物质流动中的循环经济方法：障碍与潜在切入点

美国塑料产业的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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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塑料，制造商可以打造出量身定制的产品特性。塑料相当便宜，部件复杂度低，

重量轻，并且可以加入各种添加剂进行定制，从而体现不同的材料特性。在这些先决条件

的基础上，塑料大概率会继续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存在。但同时，塑料是以化石燃料为基础

形成的原材料。我们不仅需要探索塑料的替代品，还需要寻找有害添加剂（如用于飞机或

建筑内绝缘纺织品的阻燃剂等）的替代物，并找到产品寿命结束时的安全处理方法。例

如，目前，建筑工地上使用的含有阻燃剂的发泡胶废料被排放到环境中，这些物质被机械

地分解成微塑料，继而弥散进入生态系统。原材料的选择、产品设计以及有关材料成分的

透明数据（即数字产品护照）是产品可回收性的决定因素。一般来说，中长寿命的塑料产

品（如汽车或机器零件、窗户、厨房用具等）可以追溯到其制造商，或者可被设计成可追

溯的。经久耐用的塑料产品可以成为中高价位产品，这有助于延长产品使用期限或促进回

收。缓慢流动的塑料产品供应链和价值链往往较为复杂，并跨越两个或更多的国家。为了

最大限度减少塑料污染，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需要通过预防污染、再利用和新的物流模式

来减少塑料生产。[39]

下表总结了塑料产业循环经济方法的主要挑战、潜在切入点和主要驱动力：

表 6 慢速流动塑料产业的循环经济方法：行业特征概览

主要挑战 潜在切入点 主要驱动力

顶峰：资源的普遍（过度）消

费，主要原因是预先结束使用

产品（例如当建筑物被翻新或

拆毁时，窗户或地板被破坏）

和未充分使用产品（例如很多

家庭拥有搅拌机等厨房用具，

但很少使用）。

顶峰：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

含有问题物质的材料不可控制

地泄漏。

下坡阶段：有毒或不可回收材

料（如地板、电子产品中的塑

料）的报废处理被推迟；但即

使在未来，它们也无法被安全

回收。

上坡阶段：在产品设计阶

段，通过选择（替代性）原

材料，或采取循环使用 设

计，解决资源的（过度）消

费问题和有害物质的处理问

题。

顶峰：根据产品种类，新型

产品生命周期延长模式（如

产品延寿、重复使用、共享

模式等）可以帮助维持产品

的使用时间。下坡阶段：必

须确保材料循环形成闭环，

保证产品寿命终结后有适当

的收集和处理措施。

塑料产业的制造链是相对断

裂的，且其中的权力分配不

平衡。配制人员虽然能够提

高塑料制品的可回收性，但

他们通常不是产品成分方面

的决策者。因此，一项主要

驱动力是制定涵盖价值链上

所有参与者的监管框架。 

包装的主要用途是避免其内含物品在运输、处理和储存过程中发生任何可能损坏。包装行

业非常复杂，涉及许多利益相关方。包装制品价格很低，其生产流程很少跨越两个或更多

国家。然而，其他部门的利益相关方，如零售者、分销商，以及作为最终用户的消费者，

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决定包装设计。包装好的商品通常在全球范围内销售，而包装材料很

难被追踪，也很难重新回到生产者那里。

过去几十年中，包装产业已经产生重大问题。大多数包装的设计目的是一次性使用，其

中很大一部分被丢弃到环境中（参见下文关于废弃物管理的章节）。2019年，欧盟产生

的包装废弃物总量为7930万吨。最常见的包装废弃物类型有：纸和纸板（40.6%）、塑料

（19.4%）、玻璃（19.2%）、木材（15.6%）和金属（5.0%）。欧盟报告称，2019年，废

弃包装的回收率为64.8%。[40]虽然这部分废弃包装最终没有进入环境，但该比例并非代表循

环经济中的标准回收情形，而是把被降级回收、被用作替代燃料、被焚烧的包装垃圾都计

算在内。虽然纸张、塑料、金属和玻璃一般都有很好的可回收性，但包装及其材料化合物

的设计方式通常不利于单独收集和循环利用。

下图展示了包装产业实现循环发展的常见障碍、循环经济措施的潜在切入点以及合适的金

融工具：

包装产业（含塑料包装）

发展障碍
 1  价值链的强依赖性
 2   缺乏能力、信息和需求
 3   缺少成功的商业案例，融资能力薄弱
 4   价值链上的合作（包括客户合作）不足
 5   缺乏行为改变的意愿 
 6   不利于回收/堆肥的包装
 7  经济冲突（昂贵的品质分类流程与低价次级材料）
 8   商业需求不稳定，缺少政治承诺
 9   对进口材料的监管不统一
10  技术方案利润低

潜在切入点
 A   循环设计
 B   设定全球最低标准
 C   建立统一数据库，信息共享
 D   鼓励设计循环材料/产品
 E   （创新的）处理系统和技术
 F   社会教育，专业人员培训

金融工具
 a  赠款资金/技术援助（如生产者延伸责任）
 b   政策/法规（如“xx作为服务”商业模式和押金机制）
 c   为新型包装材料的研发提供资金
 d   租赁选择（包括融资租赁）
 e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与循环采购
 f   为循环经济模式提供（非）优惠贷款（例如与KPI挂钩）
 g   关注包装污染的循环债券/绿色债券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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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仅展示了部分示范性的融资方式，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选择。金融工具的使用高度依赖于发展背景，选择金融工具时需考虑金融行业发展水平、资本市场完善程度、金融监管政策等。 
来源：GIZ, Frankfurt School, FS-UNEP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Climate & Sustainability Energy Finance (2021). Financing Circular Economy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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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包装通常是一次性产品，是经济活动中流动速度最快的资源之一。应对包装污染挑战的一

个方法是设计可重复使用的包装，以此来减缓资源流动速度。然而，市面上大部分包装可

能仍然是一次性的，因此需要对资源流进行管理和控制。可以对目前的包装设计进行广泛

改进，例如，逐步淘汰化石资源类的原材料，设计可回收包装，在足迹追踪的基础上进行

材料分类等。除此之外，当前的废弃物管理手段并不完善，仍有许多改善资源流动的机会

值得把握。

塑料信用额度：新型融资机制？

为了补偿其塑料足迹，公司和消费者均可购买塑料信用额度。虽然塑料信用额度不

一定能提供充足或持久的资金，但其有望成为一种有效工具，在缺乏废弃物管理基

础设施的地区帮助收集和处理塑料垃圾，同时为废弃物处理工人增加收入机会，创

造社会经济共同利益。关于塑料信用额度概念，目前尚无公认定义，不同相关机制

在标准和程序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塑料信用额度仍然伴随一些风险，如意外

导致企业“漂绿”，或破坏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等。[41]

塑料信用额度是一种可转让的单位，代表着与通常经济模式相比，通过使用信用手

段而从环境中移除的和/或（通过收集或回收而）重新进入循环的塑料污染数量。塑

料信用额度机制减少了目前存在于环境中、或最终将被排放至环境中的塑料数量，

并为废弃物收集回收活动提供资金，最终提升塑料制品的循环性。[42]下图描述了塑

料信用额度的基本机制。[43]

图 7 塑料信用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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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ustainable	Plastics	(2021).	Giving	credit	where	due:	finding	more	value	in	plastic.  
https://www.sustainableplastics.com/news/plastic-credits-can-help-scale-recovery-and-recycling-efforts.

 

权衡塑料信用额度机制的（潜在）不足后，可将这一机制视作改善市场弊端的起

点，尤其是在塑料制品的使用终端。然而，如果只处理一种材料的循环利用问题，

则不利于发挥废弃物管理的协同效应。而若将塑料废弃物与金属或玻璃一起收集，

协同效应会更好地实现。如果仅适用于塑料废弃物，塑料信用额度仍然是回答线性

问题的线性答案，是在修复旧体系，而非系统创建新体系。相关框架需得到进一步

发展，并最终成为解决市场缺陷的有力杠杆。

下表总结了包装产业循环经济方法的主要挑战、潜在切入点和主要驱动力：

表 7 包装行业的循环经济方法：行业特征概览

主要挑战 潜在切入点 主要驱动力

上坡阶段：资源和材料的普

遍（过度）消费，包装设计

不利于回收再利用。顶峰：

包装生产商匿名，进口国需

处理包装废弃物问题。

下坡阶段：由于 非 法 倾

倒、填埋和乱扔垃圾，包

装废弃物进入陆地和海洋

环境。

上坡阶段：在设计阶段就需

要解决包装材料的可回收性

和可重复使用性问题，使用

最佳材料，提供有害材料的

替代品。

顶峰：各国制定政策框架，

控制进入本国的材料或产

品，保证其之后可被循环

利用。

下坡阶段：阻止包装废弃物

进入环境，在回收能力不足

的国家建立安全的废弃物收

集系统，并防止废弃物出口

到这些国家。

在复杂而分裂的全球系统

中，相关行为者包括包装

开发商、材料供应商（配方

商）、产品供应商、分销

商、客户，以及废弃物收集

者和回收者。

在食品包装等领域往往会有

严格的监管政策，部分政策

可能与循环经济手段相悖，

如有些包装不能重复使用。

所以说，包装领域的改革牵

扯到复杂的系统变革。

2 相关产业与物质流动中的循环经济方法：障碍与潜在切入点2 相关产业与物质流动中的循环经济方法：障碍与潜在切入点

https://www.sustainableplastics.com/news/plastic-credits-can-help-scale-recovery-and-recycling-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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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服装是一种流动迅速并且价格低的消费产品。服装产业是拥有最复杂全球价值链的

产业之一，其中的权力分配也很不平衡。价值链和供应链的问题部分不断在世界各地转

移，并暂时在低收入国家落脚。诚然，纺织业有助于国家摆脱贫困，提高生产力，增加工

人工资，改善当地工作条件，让国家的生产和出口篮子逐渐多样化，生产或出口更高级的

商品和服务。然而，在纺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其主要挑战仍然是保证良好工作条件，在全

价值链上减少环境影响。

就业方面，纺织业（特别是服装和棉花生产等行业）对许多经济体至关重要。服装、鞋类

和家用纺织品供应链给全球初级原材料、水和土地使用带来了巨大压力。2000年至2014年
间，服装行业产值翻了一番。与15年前相比，消费者平均购买的服装数量增加了60%；然

而，现在每件衣物的保存时间只有原先一半。[44]全球纤维织物消费量预计进一步增加，到

2025年达到1.3亿至1.45亿公吨。[45]

下图展示了纺织业实现循环发展的常见障碍、循环经济措施的潜在切入点以及合适的金融

工具： 

纺织业

发展障碍
 1   在全球竞争中，纤维织物市场具有高度价格敏感性
 2   没有考虑化学渗漏等外部因素；缺少循环设计的动力
 3   全球去中心化的价值链
 4   消费者的快速时尚需求
 5   循环经济模式的高成本、金融风险和融资难度
 6   全球收集、分类、回收利用基础设施不完善
 7   缺少分类信息/数据 
 8   不具备高质量回收技术
 9   材料回收难度大（如混纺纤维和化学品）

潜在切入点
 A   监管政策与行动
 B   政策标准
 C   可持续农业
 D   数据获取与评估
 E   建设收集、分类、回收利用基础设施

金融工具
 a  赠款资金/技术援助（能力建设）
 b  研发金融手段，循环设计，可持续农业
 c  为循环纺织品提供购买或违约责任担保
 d  租赁（含融资租赁），为时尚租赁提供基于订阅的共享金融
 e  为循环经济模式提供（非）优惠贷款（例如与KPI挂钩的贷款）
 f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与循环采购
 g  基于结果的循环经济融资机制
 h  为中小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以购置制造设备，或将产
  品信息数字化共享

Textiles 

图中仅展示了部分示范性的融资方式，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选择。金融工具的使用高度依赖于发展背景，选择金融工具时需考虑金融行业发展水平、资本市场完善程度、金融监管政策等。 
来源：GIZ, Frankfurt School, FS-UNEP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Climate & Sustainability Energy Finance (2021). Financing Circular Economy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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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纺织业 » 价值峰模型 » 循环经济发展障碍、潜在切入点与金融工具

当前，只有一小部分报废纺织品被回收利用。据估计，只有1%的纺织品被回收以生产价值

相近的新纤维织物；约73%的纺织品被填埋或焚烧；约12%被降级回收，被制作成绝缘材

料或清洁布等低端产品；另有12%在生产过程中损失为下脚料，或成为剩余库存，最终被

销毁。除此之外，在清洗合成纤维纺织品时，会有微塑料纤维进入水体；以这种方式进入

水环境的纺织品有50万吨，约占报废纺织品总量的1%。[46]在目前的行业做法下，每年至少

有价值1000亿美元的纺织品被损失掉。

向循环经济过渡后，那些未被充分利用、被填埋或焚烧的衣物价值将得到更好保留。这一

经济模式转变有望在时尚行业释放价值高达5000亿美元的经济潜能。[47]全球服装产业专业

协会[48]强调，到2030年，纺织业可以实现80%的循环程度，但这需要在回收技术和基础设

施等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到2026年，全球服装产业需对回收技术、收集和分类基础设施投

资50至70亿美元。

下表总结了纺织业循环经济方法的主要挑战、潜在切入点和主要驱动力：

表 8 纺织业的循环经济方法：行业特征概览

主要挑战 潜在切入点 主要驱动力

上坡阶段：在生产过程中使用

有害物质，造成污染；工作条

件恶劣。

上坡阶段：“快时尚”的特征

是低质量和快速变化的时尚标

准，它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

下坡阶段：产生大量纺织品废

料，实践中混合材料基本都不

可回收。

全程：需要经济和政策框架来构

建可持续、循环和“慢时尚”的

价值链。例如，制定（具有全球

约束力的）环境保护政策，建立

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框架标准，通

过监管政策保障良好工作条件。

上坡阶段：为创新提供融资，鼓

励回收设计和价值链合作。顶

峰：提高消费者的循环意识，推

动行业和消费者的可持续消费。

下坡阶段：支持和资助技术开

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纺

织品回收，保证资源闭环。

主要驱动力是消费者、具有

全球约束力的监管框架、有

影响力的行业标准。

在目前的行业做法

下，每年至少有价

值1000亿美元的纺

织品被损失掉。

2 相关产业与物质流动中的循环经济方法：障碍与潜在切入点2 相关产业与物质流动中的循环经济方法：障碍与潜在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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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浪费”和“食物损失”是两个常用术语，其意义有所不同。“食物损失”通常指食

物在生产早期阶段（如收获、储存和运输过程中）的损失，而“食物浪费”指适合食用但

被超市处理掉、被消费者扔掉的食品。[49]

参照食品浪费指数，全球大约17%的食品被浪费掉，其中61%的浪费来自家庭，26%来自食

品服务业，13%来自零售业。[50]到2050年，若能消除食品行业的浪费，每年可减少14亿吨

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个数字比新冠疫情前航空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还要多。此外，如果在

全球采取以生态系统为重的农业方法，使自然得到再生，并更多生产有机食品，每年将减

少39亿吨的温室气体排放。[51]

下图展示了食品行业实现循环发展的常见障碍、循环经济措施的潜在切入点以及合适的金

融工具：

食品行业

图 9 食品行业» 价值峰模型 » 循环经济发展障碍、潜在切入点与金融工具

发展障碍
 1   为污染环境的农业活动提供补贴
 2   多样的生产形式增加循环难度
 3   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
 4   缺少食物浪费和食物损失的相关政策；缺乏协调合作
 5   冷链运输、储存、废弃物流动过程不完善
 6   决策时未考虑食物损失/浪费
 7   极其缺乏食物在哪损失、以何种方式损失的相关数据
 8   二级市场缺位
 9   缺少废弃物处理基础设施
10  传统做法固化

潜在切入点
 A  为再生性农业和生产性农业提供融资
 B   增强相关意识，防范农产品在收获后和制成食品后的浪费
 C   转变生产和分配方式
 D   计算食品的真实价格
 E   制定数据收集和量化的(国际)标准，确定被浪费的主要材料
 F   废弃物处理基础设施
 G   为常见废弃物提供替代产品和市场
 H   跨行业合作

金融工具
 a   为循环经济模式（如作物多样化）提供赠款资金/技术援助
 b   为再生生产等研发过程提供融资
 c   为产业链提供赠款资金或技术援助
 d   为循环经济模式提供（非）优惠贷款（例如与KPI挂钩的贷款），
  以利用被损失或浪费的食物
 e   利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和循环采购来激励对分销网络（如冷链和 
  储存）的投资

Food

图中仅展示了部分示范性的融资方式，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选择。金融工具的使用高度依赖于发展背景，选择金融工具时需考虑金融行业发展水平、资本市场完善程度、金融监管政策等。 
来源：adapted from GIZ, Frankfurt School, FS-UNEP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Climate & Sustainability Energy Finance (2021). Financing Circular Economy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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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重新利用食物、副产品和食物垃圾，营养物质和有机物可以实现部分闭环。若能尽量

减少粮食剩余和浪费，经济体中的有机物消耗和营养消耗都会减少。循环方法需要在生产

者、消费者层面实施，也要在废弃物管理领域得到施行。在向可持续发展方式过渡时，小

规模试点实验有利于帮助地方和国家政府制定政策。[52]

下表总结了食品行业循环经济方法的主要挑战、潜在切入点和主要驱动力：

表 9 食品行业的循环经济方法：行业特征概览

主要挑战 潜在切入点 主要驱动力

上坡阶段：尤其是在中低收

入国家，粮食生产和分配过

程中的损失导致高资源消

耗、营养损失。

顶峰：消费者、超市或餐

馆等角色浪费适合食用的

食物，导致资源消耗、营养

损失。

下坡阶段：废弃物处理过

程中，剩余营养成分彻底

流失。

上坡阶段：对利益相关者进行

教育，推动技术和知识转让，

创新开发系统性解决方案，防

范食物损失。

顶峰：教育消费者、超市和其

他利益相关者如何避免食物浪

费，并对当地的相关倡议、技

术和企业提供支持，以防范和

应对食物浪费。下坡阶段：将

有机废物流（尤其是磷）重新

输送到农业用地，闭合营养物

质循环。 

需要在整条价值链上采取行

动。重要手段包括：引进创

新技术并为其提供融资，

寻找全新解决方案，采用

新的工作方式，管理食品质

量等。[53]

2050年前，若能消除食

品浪费，每年可减少14
亿吨温室气体排放。

2 相关产业与物质流动中的循环经济方法：障碍与潜在切入点2 相关产业与物质流动中的循环经济方法：障碍与潜在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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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每年消耗1000亿吨材料[54]；据估计，全球城市地区每年生产重达100亿吨的固体废

物。[55]废弃物的构成因地区收入水平而异，反映着各地不同的消费模式。高收入国家产生

的食物垃圾和绿色垃圾相对较少（32%），干垃圾/可回收垃圾较多（51%），含塑料、纸

张、纸板、金属和玻璃等。而在低收入国家，可回收材料只占废弃物的20%。[56]

废弃物处理的关键流程是废弃物收集，但其实现水平因地区收入水平而异。中高收入国家

的废弃物收集率几乎达到100%。低收入国家中，城市地区的废弃物收集率约为48%，但其

他区域的收集率仅为26%。[57],[58]据保守估计，全球城市每年产生的20.1亿吨固体废物中，至

少有33%未进行环境无害化处理。[59]2015年的一项估计显示，全球至少有20亿人仍然无法

获得固体废物收集服务，至少有30亿人仍然无法使用废弃物绿色处理设施。[60]随着世界人

口增长，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经济发展，消费增长；与此同时，全球废弃物产量正在

稳定增加，而经济的循环性却在逐步下降。《2022年循环经济缺口报告》指出，全球经济

的循环性只有8.6%。而在2018年的报告中，这一数据还是9.1%。此外，在上述研究中，由

于难以获得相关数字，一次性回收甚至降级回收都被算作“循环”处理，但这并非我们倡

导的闭环循环。[61],[62]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循环经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废弃物管理对温室气体排放有巨大影响。每年约有5%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相当于16亿吨

二氧化碳当量）是在固体废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63]在废弃物处理系统不发达的地区，人

口和收入的增长导致排放量大幅增加。据预测，到2030年，废弃物和废水部门的甲烷排放

量将增加至每年1300万吨左右，而每年人为造成的甲烷排放总量将达到3.8亿吨左右。[64]

此外，未经妥善处理的废弃物会进入环境，改变栖息地生态，伤害野生动物，破坏生态系

统功能，并威胁人类健康。目前，每年有500万到1300万吨的塑料垃圾进入海洋——尽管海

洋中已有1.5亿吨塑料垃圾[65]——这将对1400多个物种产生不利影响，包括海龟和哺乳动物

等大型海洋动物。[66]

科学的废弃物管理措施在循环经济中起重要作用。通过分类收集，有价值的物质或材料得

以保留，继而可以被回收利用；最终，物质循环链条形成闭环。此外，分类收集还有助于

将废弃物隔离于自然环境之外，以此实现自然的再生。

下图展示了废弃物管理领域实现循环发展的常见障碍、循环经济措施的潜在切入点以及合

适的金融工具：

废弃物管理

图 10 废弃物管理 » 价值峰模型 » 循环经济发展障碍、潜在切入点与金融工具

发展障碍
 1  难以控制废弃物来源（例如货物和包装进口）
 2   不了解材料/废弃物成分
 3   服务费不足以覆盖公共废弃物管理成本
 4   对低收入家庭而言服务费过高（导致非法倾倒）
 5   缺少废弃物管理措施（例如收集和分类）
 6   垃圾收集方式不科学（依靠民间拾荒者）
 7   对废弃物处理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投资激励措施有限
 8   科技能力不足，难以研发物质传递解决方案
 9   不利的传统做法固化 
10  被回收或二次使用的材料市场不足
11  非原生材料质量较低

潜在切入点
 A   为减少废弃物提供激励措施
 B   非原生材料的价格竞争力
 C   回收设计
 D   建设和维护废弃物管理基础设施
 E   价格合理的垃圾收集服务
 F   将民间废弃物收集整合在内
 G   避免低价值链或线性体系中出现固化效应
 H   使延长循环和闭环解决方案成为主流
 I   弥合市场缺陷

金融工具
 a  赠款资金/技术援助（如生产者延伸责任）
 b   为废弃物管理系统融资制定政策法规 
  (例如，考虑销售沼气和化肥的收入)
 c   为中小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用于废弃物收集、分类，
  或建设垃圾分类系统 
 d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与循环采购
 e   利用赠款资金/混合融资，支付废弃物处理大规模投资的交易成本
 f   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贷款违约担保（包括政治风险保险），以降低融资成本，  
  拓宽融资渠道
 g   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为城市垃圾收集和处理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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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仅展示了部分示范性的融资方式，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选择。金融工具的使用高度依赖于发展背景，选择金融工具时需考虑金融行业发展水平、资本市场完善程度、金融监管政策等。 
来源：adapted from GIZ, Frankfurt School, FS-UNEP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Climate & Sustainability Energy Finance (2021). Financing Circular Economy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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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在未来品尝“过去的苦果”，不如现在建立起完善的固体废物管理机制（这在经济上

也更加有利）。[67]到2030年，通过改进固体废物处理设施，甲烷排放量每年可减少2900-
3600万吨。[68]此外，废弃物管理有利于促进循环利用，因此也能对其他领域的温室气体减

排做出重要贡献。

全球至少有20亿人至

今无法获得固体废物

收集服务

全球至少有30亿人仍

然无法使用废弃物绿

色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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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总结了废弃物管理领域循环经济方法的主要挑战、潜在切入点和主要驱动力：

表 10 废弃物管理领域的循环经济方法：行业特征概览

主要挑战 潜在切入点 主要驱动力

下坡阶段：废弃物管理体系

（战略、监管框架、执法）

的不完善对环境构成重大威

胁，有害物质可能进入并危

害生态系统。

废弃物管理系统在很大程度

上被设计为减少废物量和销

毁有害物质的终端解决方

案，而非以保存价值为最终

目的；其收益依赖于未来稳

定的废物量。

同类回收技术不成熟，部分

材料本身尚处于开发过程

中。

全程：制定经济和政策框

架，逐步淘汰线性的废弃物

管理方式，鼓励研究循环解

决方案。

全程：利用政治框架和赠款

资金，支持技术创新，扩大

循环经济规模。下坡阶段：

安装、改进和推广有效的废

弃物管理系统（含收集、分

类、处理等阶段），以回收

资源和保护环境，同时考虑

社会经济因素（例如民间的

废弃物收集者）。

对于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废弃

物处理系统而言，其主要驱

动力是制定并实施监管框

架。正在向循环经济过渡的

国家必须建立政策框架，为

循环经济发展赋能，并鼓励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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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国家简报：
障碍与潜在切入点

本报告前两章列出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金融工具，并研究了全

球相关领域或物质流面临的潜在障碍。第三章中，我们将在五个

国家应用这些结论：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越南、阿尔巴

尼亚和卢旺达。每个国家中，我们将选取两个领域/行业或物质

流，描述其循环经济相关挑战、政策框架、重要利益相关方等具

体特征。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将确定循环经济切入点，提出可

行的干预措施。这些干预措施旨在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初步指

导，为发展合作者提供动力与洞见，推动相关国家实现循环经济

转型。每项干预措施在投入实施前都应经过充分研究。

基于哥伦比亚的政治经济背景与循环经济发展状况，本国家简报将重点讨论以下两个领域：

1. 生产与消费

2. 建筑行业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以上领域的更多信息或其他行业领域信息，请参阅《中低收入国家循环经济融资》[1]完

整报告，详见第3.5节。

1 生产与消费

循环经济主要挑战：工业生产者尚未形成牢固的循环经济创新思维，生产和消费部门中“开采-制造-丢弃”

模式盛行。决策者对环境管理缺乏了解，未认识到潜在挑战，也未能确定可行的循环经济模式。很多人认为

全球ISO 14001环境责任管理标准费用高昂、复杂又难以实施。此外，相当多的经济行为者不具有正规企业形

式；在某些行业，非正式经济从业者的比例高达2/3。这阻碍了经济发展计划和福利政策的应用，因为它们只

针对正规企业。

循环经济政策框架：2018年，哥伦比亚通过了《绿色增长政策》这一关键战略，旨在提高生产力和经济竞争

力，推动绿色发展，确保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增加社会包容度，以期实现2030年气候目标。[2]为实施该政

策，哥伦比亚商务部（MINCIT）、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MADS）于2019年发布了国家循环经济战略，以

指导哥伦比亚向循环经济过渡。该战略强调提升材料和物质流（如包装、建筑、工业材料、大众消费产品以

及自然资源）的耐用性、可重复使用性、可修复性和可回收性。为实施该战略，需要有国际资源、资金和知

识等有利条件，也需要通过技术援助和财政支持使企业正规化。另外，可以倡导对可持续做法进行认证，例

如设立生态标签，以鼓励绿色竞争，促进可持续发展。目前，已有22家国家商业开发银行自愿与国家规划局

（DNP）、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签署绿色协议，其目标是：实现可持续的低碳发展，保护自然资源，确保自

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环境治理水平；通过为绿色项目提供贷款、推进环境审查，实现有

弹性的经济增长，减少社会经济脆弱性。一部分银行已经开始发行绿色债券；[3]哥伦比亚政府也寻求通过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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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标准化、改进官方指示，将可持续金融纳入主流金融业务。为此，绿色金融分类法正在制定中，以提供技

术筛选标准，将可持续经济活动分类，同时发展绿色资本市场，增强资本和资源流动性，追踪私有和公有资

源使用足迹。哥伦比亚绿色金融分类法主要参考了欧盟的类似方法，其重点领域是：1. 减缓气候变化；2. 适
应气候变化；3.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4. 水资源管理；5. 土壤管理；6. 循环经济；7. 预防和控制污染。

表 C1 哥伦比亚-生产与消费-价值峰模型上的循环经济切入点（节选）

上坡阶段 顶峰 下坡阶段

为消费品提供生态设计，制作循环

包装。

企业正规化；对可持续做法进行认

证。

最大化采用生产者延伸责任原则。

哥伦比亚循环经济干预措施 - 生产与消费

1a.  根据《国家循环经济战略》，支持建立绿色企业，提高中小企业的环境绩效：大多数企业的环境管理需

要改进。这对中小企业来说尤为迫切。把循环概念融入生产过程时，由于融资能力不足，中小企业对价

格变化更加敏感。《国家循环经济战略》明确，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大量原材料投入、资源效率低下

和废弃物管理不善。为实现该战略的目标，哥伦比亚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例如为绿色企业提供技术

援助，进行能力建设，设立创新中心。哥伦比亚国际合作署和各部委将与美洲开发银行、安第斯开发银

行、欧盟委员会环境总局等国际合作机构密切合作，共建合作计划与项目。

1b.  协助制定可持续金融分类法第6部分，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循环经济联盟提供资金： 哥伦比亚绿色金融

分类法旨在发展绿色资本市场，有效调动私人和公共资源用于投资，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承诺。目前

处于制定该分类法的第一阶段，主要在制定技术性筛选标准，涵盖第1至第5部分（见上文）。循环经济

（第6部分）将在下一步详述。通过财政拨款等方式，支持制定技术筛选标准，在绿色分类法中确定循

环活动。绿色分类法将让监管过程更清晰，防止企业“漂绿”。其他政策也应保持一致，例如优化生产

者延伸责任（EPR）立法，使其覆盖其他产品和活动，正确反映环境损害。此外，提供技术援助或财政

拨款，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循环经济联盟提供支持，帮助其开展活动；调动政府和私营部门，拓宽

循环活动融资渠道；填补监管空白；协助企业与金融从业者参与循环经济相关活动。

2 建筑垃圾

循环经济主要挑战：近十几年，哥伦比亚通过大量开采使用自然资源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资源回收率

很低，只有2%左右。在处理建筑垃圾方面，该国循环经济面临的主要障碍是缺少再利用市场和供应链。考虑

到质量标准和材料来源等因素，人们认为使用回收材料有风险，这为循环经济转型增加了难度。

循环经济政策框架：为了在建筑垃圾管理中更多采用循环方法，需要调整政策框架，降低循环经济模式的融

资难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工业制造中所需的生产和建筑部件变得更加昂贵，供应链中断导致货运延

迟。[4]政府已经做出了循环经济的坚定承诺，疫情后的经济重建措施将为落实循环经济提供机会窗口。2021
年，在国家循环经济战略的基础上，哥伦比亚制定了建筑垃圾综合管理计划，要求主要的建筑垃圾制造者与

其他公司建立工业共同体，实现物质与材料的流动。

表 C2 哥伦比亚-建筑垃圾-价值峰模型上的循环经济切入点（节选）

上坡阶段 下坡阶段

减少原生材料使用，将建筑垃圾用作工业原料和矿物填料

（例如，转化为矿物骨料，用于制造混凝土和沥青）。

为建筑垃圾处理和拆除工程设立循环经济目标。进行拆

迁审计。

哥伦比亚循环经济干预措施- 建筑垃圾

2a.  进行全生命周期成本核算、自然资本核算，加强相关的数据收集与能力建设，在建筑领域实施循环经济
相关法规：

 建筑领域的循环经济措施可以推动重大改变，因为96%的建筑垃圾有被回收利用的潜力。[5]因此，在建

筑行业采取循环经济原则（如建造过程中重新利用建筑垃圾）非常重要。知识和数据的缺乏会阻碍法规

执行，所以要从发展合作、财政拨款中获得支持，改善数据收集流程，提高数据可用性与透明度，（基

于物质流账户）建立资源效率和废弃物处理相关指标和账户，提高从业者对环境影响和资源使用成本的

认识。具体来说，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全生命周期成本核算和自然资本核算方面的培训（例如世界银行

WAVES项目），提升各方对建筑行业真实成本的认识。

2b.  支持建筑垃圾回收和循环建造方面的研发工作：进行财政拨款，支持研发活动，开发新型建筑垃圾回收

手段，在建筑行业推广循环方法。TESTEO[6]就是一个典型范例。TESTEO是哥伦比亚的“可持续建筑

现场实验室”，由桑坦德建筑公司（Santander Construction Cluster）在瑞士驻哥伦比亚使馆经济合作与

发展部（SECO）的支持下设计建造。该实验室效仿瑞士智能生活实验室项目NeighborHub，与公私部门

合作，推动建筑业技术创新，助力研发活动。金融公司为TESTEO进行财务评估，以更好地把握机会，

节省原料，提高利润，同时提升信息透明度，加强意识建设，建立伙伴关系，并最终降低投资风险。此

外，该实验室还将为循环建筑提供有利环境，推动能力建设，提供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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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循环经济主要利益相关方

自2020年3月以来，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部（MADS）、财政和公共信贷部（Minhacienda）、国家统计局

（DANE）、国家规划局（DNP）、财政监督局以及金融部门的代表正在一起制定绿色金融分类法。

哥伦比亚全国企业家协会（ANDI）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其目标是在工业部门宣传并改进经济、环境和社

会政策。该组织不仅开展能力建设活动、试点项目，还与私营部门和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倡议。

哥伦比亚作为绿色工业平台成员，力求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改善废弃物管理，更好地利用可再生能源，支

持绿色工业的研究与创新。

全球资源效率与清洁生产网络（RECPnet）鼓励生态创新，尤其为制造业中小企业提供支持。哥伦比亚国

家清洁生产与环境技术中心（CNPMLTA）是该网络的合作伙伴。

[1] GIZ, Frankfurt School, FS-UNEP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Climate & Sustainability Energy Finance (2021). Financing Circular Economy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https://www.giz.de/de/weltweit/15109.html.

[2] National Planning department (DNP), Documento CONPES 3934 Política de Crecimiento Verde. Available at: https://www.dnp.gov.co/
Crecimiento-Verde/Documents/Pol%C3%ADtica%20CONPES%203934/Resumen%20Pol%C3%ADtica%20de%20Crecimiento%20Verde%20-%20
diagramaci%C3%B3n%20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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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wisscontact (2021). Colombia launched a living laboratory for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https://www.swisscontact.org/en/news/Colombia-launched-first-living-laboratory-for-sustainable-construction.

基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政治经济背景与循环经济发展状况，本报告将重点讨论以下两个领域：

1. 旅游业

2. 废弃物管理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以上领域的更多信息或其他行业领域信息，请参阅《中低收入国家循环经济融资》[1]完

整报告，详见第3.2节。

1 旅游业

循环经济主要挑战：长期以来，“沙滩、大海、阳光”模式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周边地区的主导旅游模式。

这种旅游模式会逐渐为自然资源增加压力，特别是在脆弱的生态系统中。由于旅游收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旅游公司，尤其是中小公司，往往进行短期投资，而且未获得生态认证或可持续认证。如果旅游业严重依赖

外部因素，循环旅游模式等（长期）投资就会受阻。此外，旅游业产生的废弃物增加了岛屿废弃物管理系统

的压力。

循环经济政策框架：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认识到，长远来看，需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调整“沙滩、大海、

阳光”模式。政府制定《30年国家发展战略》，讨论制定生态旅游等可持续替代方案，使旅游业进一步多

样化。多米尼加政府还背书了《低碳和资源节约型住宿指南》，并承诺在2030年前减少50%的食物浪费。此

外，2021年12月，在新版《国家目标贡献》（NDCs）中，该国政府重申了推行循环经济的具体计划，涵盖住

宿、一次性产品、可持续认证、采购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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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多米尼加共和国-旅游业-价值峰模型上的循环经济切入点（节选）

上坡阶段 顶峰 下坡阶段

明确采用循环理念，降低当前酒店

旅游模式对环境的影响。.

在当地与共享平台进行合作，刺

激地方经济供需。

制定气候友好型发展计划（CCDP），

改进废弃物处理方案，通过可持续/绿

色基础设施进行废弃物综合管理。

多米尼加共和国循环经济干预措施- 旅游业

1a. 推广旅游业循环采购，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帮助其发展循环商业模式，加入质量认证体系：由私

人和公共行为者带头进行可持续型采购，可以为绿色发展提供很大助益。高级培训不可或缺：需要提供

负责任商业模式的尽职调查指导，需要在建设新住所和改造现有住所时应用上坡阶段的生态标准，例如

高质量回收部件/材料并再利用。此外，需要提供财政支持，建立可持续性认证，为新酒店等明确采购标

准。一方面，可以采用全球可持续旅游理事会（GSTC）批准的标准；另一方面，或许也有必要建立独

立的循环认证机制，贯彻循环原则（如预防浪费、再利用和再循环），而非适用现有的认证标准，因为

后者可能仅评估部分循环做法。

1b. 支持中美洲基础设施夹层融资基金（CAMIF II），为该地区旅游业循环基础设施投资：为中美洲基础设

施夹层融资基金II（资产管理额2.5亿美元）寻找融资机遇；例如，首先利用现有金融工具出售股权。这

类融资将与循环经济相关指标挂钩，把资源、材料和闲置资产应用于资产再循环、生态旅游、共享平台

等旅游活动。另外，该基金将助力能力建设，增加未来投资机会。例如，采用环境管理系统，参照《国

家目标贡献》（NDGs），监测能源消耗、资源使用、碳排放、食物浪费和运营成本等。

2 废弃物管理

循环经济主要挑战：近几十年来，该国生产并出口的货物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业）转向初级商品（如

经济作物）。不利的环境因素有很多：官僚机构尾大不掉，行政成本高，电力不稳定，合同执行率低等等。

这给长期公益投资带来了压力，尤其阻碍了对中小微企业的长期投资。另外，尽管数字金融活动得到大力推

广，但贷款难度仍然较大，财政空间有限，融资成本高昂。在废弃物管理机制方面，法律框架已经到位，但

调动民间积极性仍是一件具有挑战的事。目前，私营部门的废弃物经济模型很有限，大多是利用卡车从酒店

收集垃圾或固体废弃物，用简陋工具进行分类，或将能分类/分拣的废弃物出售到出口市场，将未分类的废弃

物出售给能源厂商。

循环经济政策框架：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各种可持续绿色金融市场倡议已成功启动。例如，多米尼加共和国

证券市场（SIMV）为国家绿色债券准则背书，这为在证券交易所发行绿色债券铺平了道路。在废弃物管理方

面，《固体废弃物综合管理与协同处理法》为废弃物的减少、再利用、循环回收构建了法律框架。该法规定

可以对废弃物征税，并对电池、重型资本设备、电子产品、包装、轮胎和汽油等产品适用生产者延伸责任计

划。[2]

表 D2 多米尼加共和国-废弃物管理-价值峰模型上的循环经济切入点（节选）

上坡阶段 顶峰 下坡阶段

对金融从业者（如当地银行）进行

循环经济培训，进行财政政策培

训，优化废弃物管理方面的税收政

策。.

采取逆向供应链管理原则（如再利

用），减少废弃物产量。

开发废弃物综合管理系统，防止废

弃物进入环境。

多米尼加共和国循环经济干预措施- 废弃物管理

2a.  为循环资本提供融资机会（循环资本海洋基金）:   美洲开发银行（IDB）承诺向循环资本（CirculateCapital）
投资400万美元，重点帮助区域内的创新生态系统参与者进行能力建设，例如改造循环回收系统。循环

资本海洋基金（Circulate Capital Ocean Fund，资产管理额1.06亿美元）是利用民间资本开展循环活动的

成功范例，参与者有百事公司、宝洁公司、达能公司、香奈儿公司、联合利华、可口可乐公司等。该基

金得到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与欧洲投资银行（EIB）等机构的国际支持，为投资规模在200万美

元左右的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融资，如股权融资和优惠贷款。在下一次（第三次）融资到位

前，欧洲投资银行还可能进一步扩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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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提升财政决策能力，制定废弃物税项，为废弃物综合管理公私信托提供资金：固体废弃物管理法律框架

中，允许针对某些类型的废弃物向法人、组织和公共机构征税。收取的废弃物税将投入“废弃物综合管

理公私信托基金”。该信托基金对国际投资者开放，其目标是减少废弃物处理导致的负面环境影响。应

开展发展合作，为税收政策制定者提供培训，侧重学习累进制税率，确保纳税额因收入高低而不同，避

免给底端收入人群带来额外负担。另外，还可通过发展合作为“废弃物综合管理公私信托基金”提供资

金。

多米尼加共和国：循环经济主要利益相关方

环境和自然资源[3]负责管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循环经济活动。该部门正在指导建立废弃物综合管理系统，

并规定了强制的废弃物税项。其下属的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局与工商业部、农业部、旅游部等其他部门协调

合作。

公共采购总局（DGCP）是制定和执行政府采购政策的主要机构。该部门还负责监督公开招标过程。

[1] GIZ, Frankfurt School, FS-UNEP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Climate & Sustainability Energy Finance (2021). Financing Circular Economy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https://www.giz.de/de/weltweit/15109.html.

[2] CEPAL (2021) Economía circular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oportunidad para una recuperación transformadora.
 https://www.cepal.org/es/publicaciones/47309-economia-circular-america-latina-caribe-oportunidad-recuperacion-transformadora.
[3]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 Medio Ambiente. https://ambiente.gob.do.  

基于越南的政治经济背景与循环经济发展状况，本报告将重点讨论以下两个领域：

1. 生产与消费（含生态工业园）

2. 纺织服装业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以上领域的更多信息或其他行业领域信息，请参阅《中低收入国家循环经济融资》[1]完

整报告，详见第3.3节。

1 生产与消费（含生态工业园）

循环经济主要挑战：由于融资可行性低，尤其对中小企业而言，除非其达到特定标准，否则难以获得某些专

用资金。这不利于绿色/循环生产融资。与此同时，供应方（如制造商）和需求方（如客户或消费者）都对循

环经济所提供的机会和收益缺乏认识。尽管越南在循环经济相关制度、政策和监管等层面都取得了进展（见下

文“循环经济切入点”），但政策规划仍然比较分散，体系性相对较低。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

投资环境都还不健全，推进长期的负责任投资尚有难度。

循环经济政策框架：越南政府计划采取各种举措发展循环经济，延长材料寿命，减少废弃物和污染排放，恢

复生态系统。[2]《国家可持续生产和消费行动计划》（2021年至2030年）中作出了循环经济承诺，设定了减

少某些材料或资源使用的具体目标，计划生产研发生态友好型产品和包装。到2030年，计划将纺织、钢铁、

塑料、化工、水泥、酒类、饮料、造纸、海产品加工等主要生产部门的资源和材料使用减少7%至10%。

为了实现更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越南出台了一系列国家法律法规，如关于工业园区和经济区管理的第

82/2018/ND-CP号法令、关于节约水资源和高效用水的第54/2015/ND-CP号法令、关于废弃物管理的第

38/2015/ND-CP号法令等。目前，自然资源和环境部（MONRE）、财政部（MOF）与越南国家银行（SBV）

正在一起制定可持续金融分类标准，预计将与欧盟分类标准相一致。这呼应了近年来投资者对可持续投资产

品的浓烈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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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简报    多米尼加共和国

mailto:gocircular%40giz.de?subject=
https://www.giz.de/de/weltweit/15109.html
https://www.giz.de/de/weltweit/15109.html
https://www.cepal.org/es/publicaciones/47309-economia-circular-america-latina-caribe-oportunidad-recuperacion-transformadora


62 63

生态工业园倡议是一个关键切入点，涵盖一系列循环活动。虽然该倡议仅针对少数工业区，但它也将推动其

他工业区考虑其生态影响，进而增加融资机会。最后，加入自由贸易协定（FTAs）是提高可持续性的关键动

力。这类协定可能包含优惠政策，如对符合标准的可持续生产进行税收减免。

表 V1 越南-生产与消费-价值峰模型上的循环经济切入点（节选）

上坡阶段 顶峰

在生态工业园价值链中应用循环经济理念。 推动工业区向生态工业园区过渡，建设可持续基础设施

（如回收设备、沼气厂、废水处理设备等）。

越南循环经济干预措施- 生产与消费

1a.  在越南工业区进一步推行循环概念，借鉴生态工业园倡议的优秀经验：利用技术援助或赠款资金，评估

将工业区升级为生态工业园、采用循环做法的资金需求，并将其与可获得的资金数额进行比较。这些资

金可能并非专项用于循环经济，但包含循环相关投资，例如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集团（IFC）的清洁

生产基金，法国开发署（AFD）和世界银行的能源效率基金，越南环境保护基金（VEPF）的工业区环境

保护基金，绿色信托基金，越南发展银行（VDB）相关基金以及国家技术创新基金等。确定绿色/循环信

贷额度，为工业区企业定制贷款和股权融资方案，以落实循环经济举措。该信贷额度应附带明确的投资

标准，以鼓励绿色生产，贯彻循环概念，推动循环产品设计和服务共享。

1b.  考虑将养老基金等资金替代来源作为长期储蓄工具：鼓励探索其他二次融资途径，例如与财政部和越南

国家银行合作，将养老基金作为融资手段。基于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机遇，可以考虑将私人养老基金

作为一种长期储蓄工具，并通过资本市场调动资金。为识别发展机会、评估发展条件，需要深入分析相

关因素。

2 纺织服装业

循环经济主要挑战：近几十年来，在越南强劲的经济增长背后，一直存在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现象。目前，越

南的纺织生产设施还属于能源、资源和污染密集型。为了应对国际出口竞争，线性商业模式仍然占据主导，

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来说。纺织业的循环经济变革面临诸多障碍：财政、技术和人力资源不足；消费者钟意

于“快时尚”，客户寻求高销量，而非追求高质量和耐用的产品。[3] 

循环经济政策框架：为了刺激纺织业的循环变革，必须提供有利政策框架，拓宽融资渠道。虽然国际出口市

场定价并未反映出真实的社会和环境成本，但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增强、买方需求升级，全球产业链中出现

了整合循环理念的趋势。一些生产标准较高的全球企业（GAP、H&M和Levi Strauss&Co）已经开始在战略和

供应链中反映可持续性目标，例如使用回收材料，采购有机或可持续原材料，减少能源消耗，保护不可再生

资源。环境认证和生态标签的引入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如设立全球回收标准、“更好的棉花”倡议（Better-
Cotton Initiatives）、“从摇篮到摇篮”标准（Cradle-to-Cradle）、全球有机纺织品标准、ISO 14001、蓝标产

品标准（bluesign PRODUCTS）和欧盟生态标签。在越南纺织服装协会（VITAS）的支持下，纺织服装业正逐

渐认识到循环活动的重要性，强调可持续生产、清洁水管理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战略，

助力实现全球承诺，特别是《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和《基加利修正案》（Kigali Amendment）等文件

中的国家优先事项。最后，国家法律框架也对更可持续的服装生产提出了要求，例如第55/2014/QH13号环境

保护法。另外，需要进行能力建设，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弃物排放，禁止超细纤维排放，改变“丢

弃文化”，让纺织业变得更加绿色。

表 V2 越南-纺织服装业-价值峰模型上的循环经济切入点（节选）

上坡阶段 顶峰 下坡阶段

服装生产过程中避免产生有害残留

物，减少原生材料使用。.

利用协调合作手段，实现循环经济

目标，达到循环标准。

改善化学品的终端处理方式，同时

鼓励化学品租赁。

越南循环经济干预措施- 纺织服装业

2a. 与越南清洁生产中心（VNCPC）合作，评估纺织行业的循环理念和商业模式（如化学品租赁）：与越

南清洁生产中心及越南纺织服装协会合作，为行业评估提供财政支持，明确越南纺织业的循环经济干预

措施和商业模式。方法包括进行详细的环境影响评估，考察比较国内和邻国的经验等。例如，泰国PTT 
PCL国际化学品公司（PTT Global Chemical PCL）在RobecoSAM进行的亚洲化学品公司评级中名列前茅，

而可持续性正是评价标准之一。

 此外，需要在纺织业确定并发展经济上可行的的循环商业模式。例如，可以评估越南纺织业化学品租赁

的经济可行性。化学品租赁是一种基于绩效的商业模式，通过出售服务（而非产品）来向客户提供化学

品。在这种模式下，化学品能够得到更高效使用（见图V1），处理化学品的责任在价值峰上上移，转移

到生产商那里。为了实行化学品租赁模式，可以采取生产者延伸责任（EPR）计划，对化学品终端排放

加以严格限制，进而推动生产过程中的创新。在干预措施方面，可以借鉴印度的经验。在德国国际合作

机构（GIZ）支持下，印度制定了废水处理国家框架。印度清洁恒河委员会（NMCG）还制定了零液体

排放政策并提供相关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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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利用国家技术创新基金（NATIF）来支持服装行业的循环创新： 拓宽融资渠道，利用优惠贷款等融资方

式，支持循环理念推广活动，如纺织品回收活动。可以与越南清洁生产中心和世界银行开展合作，采用

近期的“纺织业园区废水再利用评估与可行性研究”结论。此外，可以通过股权注入等方式为国家技术

创新基金（NATIF）提供资金。作为一项关键的国家融资工具，该基金为研究、应用、转让、创新和实

现新技术的组织提供优惠贷款、担保或财政援助。

越南：循环经济主要利益相关方

越南清洁生产中心（VNCPC）的宗旨是传播清洁生产理念，并逐步在越南工业中推广循环经济理念。

在挪威大使馆和荷兰大使馆的支持下，越南循环经济网络中心[4]已于2021年10月成立，其宗旨是落实循环

经济原则，提升民众意识，加强能力建设。

循环经济发展研究所（ICED）是一所私人部门、政府、大学之间的合作机构，成立于2020年7月，旨在为

相关机构提供应用和发展循环经济模式的政策措施。

[1] GIZ, Frankfurt School, FS-UNEP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Climate & Sustainability Energy Finance (2021). Financing Circular Economy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https://www.giz.de/de/weltweit/15109.html.

[2] UNDP VietNam (2021). Consultation on Circular Economy Policies and the Viet Nam Circular Economy Hub – ways towards a low-carbon  
 and circular Viet Nam. https://www.vn.undp.org/content/vietnam/en/home/presscenter/pressreleases/consultation-on-circular-economy-
policies-and-the-viet-nam-circu.html.

[3] WWF (2020). Guidelines for Greening the Textile Sector in Vietnam. https://wwfasia.awsassets.panda.org/downloads/greening_textile_sec-
tor_in_vn___eng.pdf. 

[4]  Viet Nam Circular Economy. Accelerating the circular economy in Viet Nam. https://vietnamcirculareconomy.vn/en.

基于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经济背景与循环经济发展状况，本报告将重点讨论以下两个领域：

1. 废弃物管理

2. 建筑业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以上领域的更多信息或其他行业领域信息，请参阅《中低收入国家循环经济融资》[1]完

整报告，详见第3.4节。

1 废弃物管理

循环经济主要挑战：尽管阿尔巴尼亚政府展示出废弃物循环治理的信念，但相关政治框架仍待进一步发展。

目前，4/5的废弃物最终被填埋。又因为没有市场准入的法定障碍，所有行业和领域（含消费品、资本基础设

施等）都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因此，在研究阿尔巴尼亚废弃物产出时，应将外国投资、消费品与基础设施进

口考虑在内。

循环经济政策框架：新版废弃物管理综合战略（IWMS）参考了欧盟类似计划，围绕“零废弃物”概念制

定。其目标是将废弃物作为原材料进行收集和处理。废弃物将在循环系统中接受处理，被按照原始材料标准

使用和留存。然而，除废弃物管理综合战略（IWMS）之外，目前的循环经济法律框架并不足够。亟需改进

目前的法律框架，以更好地利用资源，延长材料、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需对废弃物管理基础设施进行现

代化改造，关闭（非法）垃圾填埋场或将其另作他用，建立健全废弃物收集、分类和处理系统。这将有利于

实现跨越式发展，发掘被低估的循环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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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ietnamcirculareconomy.v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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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阿尔巴尼亚-废弃物管理-价值峰模型上的循环经济切入点（节选）

上坡阶段 全程

对不符合循环经济标准的产品加以管制或禁止其进口；

逐步取缔垃圾填埋区，制止非法倾倒。

支持那些收集家庭有机垃圾的企业/创新成果，为其提供

融资。

阿尔巴尼亚循环经济干预措施- 废弃物管理

1a.  支持建立更高效的废弃物收集和处理机制，进行成本补贴：为了支持当地创新创业，可以利用技术援助

或赠款资金，帮助价值链利益相关者进行能力建设。例如，使银行增加对废弃物收集处理融资可行性的

了解，支持政府机构，为初创企业提供融资，建立关系网络和创新中心，支持实验区建设，宣传循环理

念等。为地方政府提供技术援助或拨款，通过提高收费率、利用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覆盖废弃物

收集和处理费用。同时，也要采取适当的财政措施，例如减少循环产品的产品税、停收废弃物处理公司

的所得税。

1b.  支持当地企业对高价值有机废弃物进行经济利用：城市垃圾中，有60%是高价值有机废物。它们可以转

化为富含碳和氮的堆肥，用以为密集型农业补充土地营养，或转化为沼气。支持当地企业对高价值有机

废弃物进行经济利用（与建议1a.一致），可采取如下措施：提供融资机会，如股本注入或低息贷款，

为当地企业提供绩效贷款以发展技术，建设高级堆肥厂等处理有机废物的基础设施；进行能力建设，推

动信息共享，加强教育，咨询利益相关者；提供财政支持，助力初创公司发展，调动现有行动方的积极

性。还可以建立种子基金，帮助调查确定农作物收获时与收获后的粮食损失、农业垃圾和副产品物质

流。

最佳做法启示

意大利米兰市直接从餐厅等商业源头收集食物垃圾。鉴于有机废弃物收集水平较低，政府开始实施计划，从源头开始

对居民住宅垃圾进行分类，生产堆肥和沼气，并将其输送至厌氧分解和堆肥设施。[2]

拉脱维亚里加市为改善废弃物处理，将垃圾填埋场升级，使其能够收集垃圾填埋产生的气体，继而产出电力和热能。

电力销售产生收入；当地温室大棚利用这些热能生产西红柿并销售，又增加了一部分收入。[3]

2 建筑业

循环经济主要挑战：由于建筑、基础设施和资本设备的循环流动速度慢，建筑行业的相关决定会对经济、环

境产生长期影响。如果在建设采购时未充分考虑循环经济原则，特别是处理大型投资项目的情形下，则会产

生线性经济锁定效应风险。

循环经济政策框架：2016年5月，阿尔巴尼亚政府通过了《2015-2020国家发展和一体化战略》（NS-DI-II）。

该战略作为关键规划文件，反映了2020年前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愿景、重点、目标和手段。NSDI-II中的首

要目标是加入欧盟。

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后，阿尔巴尼亚正在走向强劲的经济复苏。其支持因素有消费者信心、外部需求、政策

激励等。建筑行业的活动起到主要推动作用。目前的发展环境有利于将循环战略融入基础设施建设，融入建

筑施工全过程以及医疗设施等公共服务机构建设。如果不在大型投资项目中应用循环经济激励措施，过去的

线性经济模式就有长期固化的风险。

表 A2 阿尔巴尼亚-建筑业-价值峰模型上的循环经济切入点（节选）

上坡阶段 顶峰

寻找并鼓励使用可持续材料，例如回收混凝土或旧窗框

等回收再利用材料，天然绝缘材料或粘土板等替代材

料，闭环可回收材料等。在采购政策中吸纳相关规定。

通过重新规划使用等手段，最大程度利用现有基础设

施；尝试“建筑作为服务”模式（如建设公立医院）。

阿尔巴尼亚循环经济干预措施 - 建筑业

2a. 鼓励在建筑业采购政策中融入循环理念：计划新建的Tirane-Durres-Rinas铁路、国际机场、码头等基础设

施项目吸引了国内外投资者的注意。政府财政支持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括道路、水资源和管道

系统。这些投资项目要求配备较多的重型机械设备及相关服务。[4]对基础设施投资而言，无论是在重型

机械使用中，还是在道路、铁路、机场、隧道、港口等设施的建设过程中，都可以贯彻循环经济政策。

在建筑垃圾处理方面的现有投资和未来投资都有助于实现建筑业的资源闭环。为了避免线性经济长期固

化，在公共采购流程中融入循环理念至关重要，建立与欧盟标准一致的工业标准与建筑规范有助于应对

上述风险。此外，还可以评估在公共采购中吸纳产品服务模式的可行性。为了应对系统变化，政府需要

正确参与，风险需要共享共担，还应寻找那些能够使利益相关者互信合作的实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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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评估在地拉那建立循环建筑行业创新中心的可行性：例如，可以通过建立建筑行业活动数据平台等方

式，逐步建立建筑行业创新中心。这类虚拟平台利用赠款资金补贴资本支出，以支持投资，并按照服务

效果向服务提供商支付费用。可以推动该平台与地拉那循环经济俱乐部的合作，激励创新，回应消费者

需求，调动公众积极性，鼓励政府机构（如市政机关）、供应商（如制造商、建筑材料供应商、建筑

师、工程师、拆迁公司）、消费者（包括商务部等政府部门）等各行动方参与。

阿尔巴尼亚：循环经济主要利益相关方

阿尔巴尼亚国家环境局的职责包括发放许可，评估环境影响，提供公共信息，协助改造并扩大现有的气

象、水文观测网络。

阿尔巴尼亚旅游和环境部负责管理气候变化相关活动，组织科学评估。

环境发展教育与联络中心 (EDEN)

环境与国土管理研究所 (ETMI-AI)

欧洲青年与环境组织 – 阿尔巴尼亚

循环经济俱乐部 –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GO2 – 可持续城市规划组织

[1] GIZ, Frankfurt School, FS-UNEP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Climate & Sustainability Energy Finance (2021). Financing Circular Economy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https://www.giz.de/de/weltweit/15109.html.

[2]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2017). Urban Biocycles. https://emf.thirdlight.com/link/ptejjhurhaj5-iigai0/@/preview/1?o.
[3]	World	Bank	Group	(2016).	Financing	Landfill	Gas	Projec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rban	development	Series,	Knowledge	Papers.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6302. 
[4]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2021). Albania - Country Commercial Guide. https://www.trade.gov/country-commercial-guides/alba-

nia-market-opportunities.

基于卢旺达的政治经济背景与循环经济发展状况，本报告将重点讨论以下两个领域：

1. 建筑业（含城市化）

2. 生产（含采购政策）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以上领域的更多信息或其他行业领域信息，请参阅《中低收入国家循环经济融资》[1]完

整报告，详见第3.1节。

1 建筑业（含城市化）

循环经济主要挑战：在基加利和六个二级城市区，快速的人口增长（2014年至2019年间增长17%，人口数量

升至1100万）、强劲的经济势头（过去十年年均增长6%，2019年人均增长820美元）以及持续的城市化（预

计2020年至2024年间城市化比例将翻倍，达到35%）给城市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根据政府规划，2032
年前，仅在基加利市就需增建或改造超过30万所房屋。为推行绿色城市项目，基加利市规划了绿色建设日

程。该项目面积占全市面积的1%，规划时考虑了能源效率、可持续废弃物管理和城市森林等方面。然而，卢

旺达其他地区（如二级城市）依然不能达到可持续建设施工的要求，尤其是在住宅开发过程中。总体而言，

在卢旺达，民用及商用建筑建设过程中的资源能源效率标准较低。

循环经济政策框架：卢旺达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文件，如《国家转型战略》《绿色二级城市发展规划》《绿

色增长与气候适应战略》等。这些法律法规强调循环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并将推动实现未来几十年间的可持

续发展规划。此外，来自民间与政府部门的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关注循环经济环境倡议。因此，从法律和制度

的角度来看，卢旺达推动绿色转型的意愿强烈，已成为全球公认的非洲（东非地区）榜样国家。考虑国家优

先事项和计划成果后，研究人员将关键举措在循环经济价值峰模型上加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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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1 卢旺达-建筑业（含城市化）-价值峰模型上的循环经济切入点（节选）

上坡阶段 顶峰 下坡阶段

通过绿色公共采购、加强建筑监管

等方式，为非原生/环保材料搭建活

跃市场。

通过四种融资途径为绿色投资基金

（FONERWA）提供融资；为私营部

门和公共部门利益相关者提供支

持。

通过采用循环理念，解决建筑材料

严重进出口赤字问题；依托“卢旺

达制造”倡议，更多选用当地建筑

材料。

卢旺达循环经济干预措施 - 建筑业（含城市化）

1a. 支持卢旺达环境管理局（REMA）实施绿色建筑最低限度合规系统（GBMC），推行循环经济可持续性
标准：2019年建立的卢旺达绿色建筑最低标准系统（GBMC）是非洲国家首个强制性绿色建筑规范，该

系统为商业和公共建筑制定了部分与循环经济有关的可持续性标准。虽然该系统在住宅开发领域并非强

制，但我们鼓励房地产开发商自愿采用。卢旺达目前住房需求很大，最新的国家目标贡献（NDCs）表

明，如果发展模式不发生改变，建筑业排放量增加将六倍；但如果在2030年前采用统一的建筑标准，排

放量可减少50%。因此，一项重要举措是（通过技术援助或赠款资金）为卢旺达环境管理局（REMA）、

卢旺达住房管理局（RHA）提供支持，持续进行意识宣传、活动推广和能力建设，实施卢旺达绿色建筑

最低标准体系。这有助于在建筑价值链中体现绿色建筑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

1b. 为国家“一篮子”基金（FONERWA）提供外部融资，在建筑业推广使用更多可再生材料及非原生材料：

大量基础设施项目正在规划建设中，使用可再生材料（包括非原生材料）代替水泥和钢材至关重

要，但这需要国际合作伙伴的外部资金支持。卢旺达绿色投资助力银行（FONERWA）可以有效地

调动公众资金，将国际资助与私人资本注入当地（中小）企业，提供信贷额度（远低于每年10%的

市场利率）、贷款担保和公募股本。为了鼓励循环经济活动，卢旺达创设了“创新赠款资金机制”

与“绿色孵化器计划”，意图抓住创新型的可持续发展商业机会。卢旺达的绿色投资机制已经受到

UNEP、GCF、NDF、AfDB、KfW等捐助方资助，并还将利用赠款资金、优惠低息贷款等机会，长期寻

求进一步融资。

图R1展示了FONERWA融资机制、融资切入点与融资专题。FONERWA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循环经济融资机

制，已完善建立并获得国际认可。2018年，FONERWA荣获联合国变革动力奖。

图 R1 FONERWA融资机制

“一篮子”基金 (FONERWA)

绿色商业活动

绿色家庭活动

国内资金（例如各部位预
算内的环境费用、税金、
财政收入与种子基金），
约占资本总额的1/3

官方资金来源 社会资金来源

外部资金（例如发展
伙伴的拨款与优惠贷
款），约占资本总额
的2/3

相关机制
信贷额度
风险投资
财政拨款
贷款担保

通过担保等手段，降
低小额信 贷机构消
费者融资风险

融资专题与融资切入点：资源保护，使用可持续自然资源，研发与技术转让，环境与气候变化，环境影响评估

-

 

 

 

国内外投资，包含抚
恤金与国家财富基金

绿色债券

来源：Adapted from GIZ, Frankfurt School, FS-UNEP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Climate & 
Sustainability Energy Finance (2021). Financing Circular Economy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2 生产（含采购政策）

循环经济主要挑战：在人口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卢旺达盛行的“开采、制造、丢弃”商业模式使自然

生态系统加剧退化。中小微企业面临生存困境，社会循环经济意识不强，即使在2008年出台限塑令等严格措

施时仍然如此。虽然经济特区为企业提供基本的基础设施，企业仍难以科学管理废弃物。尽管政府出台多项

政策规定，但环境退化问题依然严峻。仍然缺少设备共享等新型经济模式或其他资源节约型措施。

循环经济政策框架：卢旺达政府已经认识到环境挑战的复杂性：土地持续退化，依赖化石能源，缺少材料标

准，绿色基础设施有待建设（参见建议1a）。

表 R2 卢旺达-生产（含采购政策）-价值峰模型上的循环经济切入点（节选）

上坡阶段 顶峰 下坡阶段

为生态工业园、经济特区提供法律

保障。

重塑经济模式，建设服务导向型经

济，倡导持久使用产品。

采取有效的废弃物收集机制，调动

公众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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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循环经济干预措施 - 生产（含采购政策）

2a.  支持绿色/循环采购，尤其是在经济特区中：目前，卢旺达设想新建九个经济特区。在《绿色增长和气候

适应战略》指导下，绿色产业发展应考虑到能源和水资源效率、绿色场地准备、绿色建筑设计以及废弃

物处理方案，例如在经济特区内设计、采用高效废弃物处理技术和零废弃物技术。在此背景下，通过技

术援助或赠款资金，合作支持卢旺达公共采购局（RPPA），帮助其制定绿色采购政策，这将是助力经

济特区循环措施的有力手段。具体来说，干预措施包括常见循环实践（例如全生命周期成本计算）和循

环经济特区设施投资（应用综合解决方案和整体方法，例如从当地公司优先获得原材料中间供应）等。

设计活动时，可以参考REMA生态发展工业园的示范做法，并借鉴其与清洁生产和气候创新中心（CP-
CIC）的合作，以确定具体的循环经济投资途径。另外，还可以参与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GGGI）的公

共采购培训。

2b.  为清洁生产与气候创新中心提供资金支持，以强化其循环经济措施：基于《卢旺达2020年愿景》，卢旺

达政府提出“卢旺达制造”倡议，希望扩大经济基础并使之多样化，在出口市场输出更多国内价值。因

此，卢旺达设计了新型创新生产模式。在这一背景下，清洁生产和气候创新中心为皮革生产、服装和纺

织品等公司提供技术审计和咨询服务，帮助其进行能力建设，提升资源效率，应用循环理念。后续财政

支持将助益该中心发展，在共享资本设备、“产品即服务”模式和化学品租赁服务方面贯彻循环做法。

卢旺达：循环经济主要利益相关方

卢旺达环境管理局（REMA）推动实施国家政策，采取权力下放的治理结构，关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清洁生产和气候创新中心（CPCIC）提供绿色技术和企业服务，加强气候韧性，推动循环实践、环境合规

与可持续发展。

基础设施部（MININFRA）旨在推动并支持制定循环经济政策，建立监管框架。

有关循环建筑环境问题，可咨询卢旺达基础设施部（MININFRA）、住房管理局（RHA）和基加利市政府

等相关公共机构。相关的私营公司有MASS设计公司、SKAT卢旺达公司（现代砖石）、Earth Enable公司（

循环廉价卫生地板）、Seyani兄弟公司（循环建筑师与施工过程）和Landmark工作室（循环建筑师）。

此外，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GGGI）是协助政府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伙伴。

[1] GIZ, Frankfurt School, FS-UNEP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Climate & Sustainability Energy Finance (2021). Financing Circular Economy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https://www.giz.de/de/weltweit/15109.html.

国家 领域 循环经济潜在干预措施

哥伦比亚 生产与消费 1a 根据《国家循环经济战略》，支持建立绿色企业，提高中小企业的环境绩效

1b 协助制定可持续金融分类法第6部分，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循环经济联盟提供资金。

建筑行业 2a 进行全生命周期成本核算、自然资本核算，加强相关的数据收集与能力建设，在建筑领
域实施循环经济相关法规。

2b 支持建筑垃圾回收和循环建造方面的研发工作。.

多米尼加
共和国

旅游业 1a 推广旅游业循环采购，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帮助其发展循环商业模式，加入质量
认证体系。

1b 支持中美洲基础设施夹层融资基金（CAMIF II），为该地区旅游业循环基础设施投资。

废弃物管理 2a 为循环资本提供融资机会（循环资本海洋基金）。

2b 提升财政决策能力，制定废弃物税项，为废弃物综合管理公私信托提供资金。

越南 生产与消费
( 含生态工业园）

1a 在越南工业区进一步推行循环概念，借鉴生态工业园倡议的优秀经验。

1b 考虑将养老基金等资金替代来源作为长期储蓄工具。

纺织服装 2a 与越南清洁生产中心（VNCPC）合作，评估纺织行业的循环理念和商业模式（如化学品
租赁）。

2b 利用国家技术创新基金（NATIF）来支持服装行业的循环创新。

阿尔巴
尼亚

废弃物管理 1a 支持建立更高效的废弃物收集和处理机制，进行成本补贴。

1b 支持当地企业对高价值有机废弃物进行经济利用。

建筑业 2a 鼓励在建筑业采购政策中融入循环理念。

2b 评估在地拉那建立循环建筑行业创新中心的可行性。

卢旺达 建筑业
( 含城市化）

1a 持续进行意识宣传、活动推广和能力建设，支持卢旺达环境管理局（REMA）实施绿色建
筑最低限度合规系统（GBMC），推行循环经济可持续性标准。

1b 为国家“一篮子”基金（FONERWA）提供外部融资，在建筑业推广使用更多可再生材料
及非原生材料。

生产过程
( 含采购政策）

2a 支持绿色/循环采购，尤其是在经济特区中。

2b 为清洁生产与气候创新 中心提供资金支持，以强化其循环经济措施。

循环经济切入点一览

国家简报    卢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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