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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简介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国家适当减缓行动项目（IWM NAMA）是国家适当减缓行动基金会（NAMA 基金会，

https://www.nama-facility.org/）资助的国际合作项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的支持下，由德国国

际合作机构（GIZ）与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CAUES）共同执行。项目于 2017 年 9 月正式开始实施，预计执行期为 5 年

（2017.09-2022.09），项目获得 NAMA 基金会资金支持 800 万欧元。

NAMA 基金会由德国、英国、丹麦和欧盟委员会共同成立，其主旨为通过促进行业、经济和社会转型在全球范围内实

现气候变化减缓的目标。GIZ 在中国开展中德技术合作已有 30 多年历史，在中德战略伙伴关系下推动可持续低碳发展和应

对气候变化的双边互惠合作。 

IWM NAMA 项目旨在减少中国城市生活垃圾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行业的变革和发展，

着重于实现垃圾减量化、再利用与回收，建立可持续的垃圾能源利用低碳综合管理体系。

项目将在至少三座具有 1 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进行试点，根据最佳可行技术和最佳环境实践的要求，建立城市生活垃

圾综合管理体系，在诸如最佳实践案例设计、执行以及改造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项目成果 1）。依据项目基线调查，开

发以城市为边界的生活垃圾管理温室气体减排 MRV 模型和减排监测方法，计算试点城市垃圾综合管理的减排量，建立城

市生活垃圾低碳发展数据库，并估算全国垃圾行业的减排潜力以及对国家的自主贡献（项目成果 3）。

同时，项目将进一步提炼总结试点城市垃圾综合管理经验，总结形成新的技术标准和政策建议，并依托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以及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NAMA 项目也将举办高级别的政策圆桌会议等活动，将政

策建议与技术标准相结合，为完善中国垃圾管理行业政策体系提供支持（项目成果 2）。

为了加强主要利益相关方能力，项目将建立在线知识平台，组建垃圾综合管理和碳交易培训师团队，为政治决策者和

规划人员组织“垃圾综合管理体系”主题培训，为垃圾领域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利益相关方组织系列培训，并开展针对运维

人员的培训及意识提升（项目成果 4）。

项目还将开发一款针对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的商业模型工具，通过对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系统核心指标的分析，

建立投资商网络和项目清单；通过举办以试点城市商业案例为主题的研讨会，积极促成政治决策者、技术供应商和投资商

的合作，提升私营部门对垃圾管理行业的投资热情，加强试点城市经验推广，扩大示范带动效应（项目成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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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核心指标如下：

指标 1：温室气体减排量

项目执行期内，在 3 个示范城市实现温室气体减排量 22-44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 年。（基线调查后更新值为 43-74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 年）。

指标 2：直接受益人数

项目是示范城市的至少 3 百万本地人口通过项目引进的垃圾综合管理系统，受益于国际最佳垃圾管理和处理实践。

（基线调查后更新值为 1834 万本地人口）。

指标 3：项目支持活动在项目以外促成的影响程度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领域利益相关方支持项目引进的垃圾低碳处理解决方案并加以推广。

指标 3.1：200 个市级行政管理人员参与到项目的复制推广活动中，并在城市相关规划文件中考虑综合垃圾

管理体系（包括垃圾能源化）。

指标 3.2： 除 3 个试点城市以外的 11 个城市将本项目所示范的方案复制于其所在城市的垃圾管理体系中。

指标 4：吸引公共资金投入到城市生活垃圾低碳投资与发展

吸引 3.5 亿欧元的公共资金投资于垃圾低碳综合管理。

指标 5：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到城市生活垃圾低碳投资与发展

吸引 3 亿欧元的额外社会资本投资于复制本项目所示范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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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 年度项目进展及成果

成果 1：
在试点城市优化垃圾综合管理系统

活动 1.1 试点城市筛选：

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支持下，已于 2018 年 7 月完成试点城市筛选工作，5 个试点城市分别为：苏州（江苏省）、泰

安（山东省）、西安（陕西省）、兰州（甘肃省）和蚌埠（安徽省）。

活动 1.2 完成中国 - 国际专家组的选聘：

2019 年 11 月完成中国 - 国际专家组的选聘，项目中标方为 GOPA Infra GmbH 和 UPM 环境工程项目管理咨询（北京）

有限公司联合体。

活动 1.3&1.4 关键绩效指标体系（KPI）的开发与应用

2019 年完成 KPI 指标体系的开发，2020 年 12 月针对项目试点城市完成第 3 次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绩效监测。2020 年度，

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水平均有所提升，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及深入，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组织机构

不断加强；垃圾资源化利用数据统计情况有所改善，苏州及西安资源化利用效率有明显提升；随着分类处理设施的投入运

营及技术升级，垃圾管理系统更开放更兼容。

活动 1.5 分析试点城市现有垃圾处理设施

已于 2018 年度基线调研阶段完成。

图 1：KPI-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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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1.6 为试点城市提供技术支持

（1）中国 - 国际技术咨询专家组

2020 年起，中国 - 国际技术咨询专家组启动了对试点城市的技术支持。由于 COVID-19 引起的全球出行限制，国际专

家投入现场工作受限，因此目前形成了中方技术专家现场调研 /收集整理资料及技术需求——中外技术专家组线上讨论——

共同提出技术建议的工作模式。

2020 年 9 月 5 日于蚌埠召开了中国 - 国际技术咨询专家组工作启动会，中方专家李子富教授及郭祥信先生现场出席启

动会，外方专家线上接入，技术专家组介绍了专家组成员及工作内容，并与试点城市代表充分讨论，了解了城市在垃圾综

合管理方面的技术需求。

2020 年 9 月 4-5 日，11 月 9-11 日，11 月 12-13 日，11 月 17-18 日中方专家分别对蚌埠、西安、兰州及苏州进行了现

场调研及访谈，计划于 2021 年 3 月可以形成针对试点城市的技术分析报告，并在报告中提出推动试点城市生活垃圾综合

管理及低碳发展的建议。

图 3：监测团队及技术专家在西安考察 图 4：监测团队及技术专家在苏州考察

图 2：KPI-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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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全生命周期评价

项目组于 2019 年 12 月委托为丹麦科技大学（DTU）及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体对苏州及蚌埠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进行全生

命周期评价研究，专家团队于 2020 年在两个城市开展调研、情景分析、物质流分析、数据模型建立及敏感性分析，对不同

场景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体系的环境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并识别其中主要影响因素。

图 5：不同情景下苏州垃圾处理行业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3）易腐有机垃圾处理技术综合评估

项目组于 2019 年 11 月选聘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开展《易腐有机垃圾处理技术综合评估》，主要目标为对现有处理技术

/ 原料特性以及预期产出进行综合环境及财务绩效评估至关重要，可以为建立可持续的易腐有机垃圾处理体系提供指导。

研究团队梳理总结了目前有机垃圾处理的主要技术及工艺类型，筛选具有代表性的 7 个国内案例进行运行参数分析，

并从减量化、资源化、污染物排放、温室气体排放、经济性 5个方面对不同工艺组合进行了比较分析，并给出了技术选择建议。

由图中可以看出从经济效益上讲，厨余垃圾制黑水虻相对较高，但是其环境排放的影响也更大，温室气体减排潜力也

较低；同样作为湿式厌氧消化设施，不同设施的运行管理水平也有明显差异，苏州工业园区的厌氧消化设施环境排放强度

较低，体现出最高的环保潜力，兰州驰奈与其它湿式厌氧消化技术相比，表现出较高经济效益的原因主要为其沼液沼渣在

目前状态下均作为产品进行销售。

所以针对不同场景，建议考虑以下选择依据：

（1）厨余垃圾特性与选取技术的关联性。比如含水率高的餐厨垃圾，偏向于选取湿式厌氧消化；含水率较低的厨余垃圾，

倾向于干式厌氧消化；如果能够实现与农业废弃物或者园林废弃物协同处理，含水率小于 70%以下，可以采用堆肥的处理方式；

（2）资源化方向与技术选取的关联性。综合考虑土地的限制因素，厨余垃圾处理的经济性主要取决于产品的可利用性，

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土地资源有限，资源化方向不显著，需首先以无害化为导向；对于经济较欠发达地区，如北方地区盐

碱地可能较多，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可以推动处理产品的土地利用；

（3）关注项目的建设运营管理水平。苏州工业园区项目、杭州天子岭项目以及兰州驰奈项目其工艺技术类似，均为

湿式厌氧消化，但是从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厂区运营管理、污染物控制的角度，各个设施可能体现出明显差异；苏州工业

园区项目体现出较高的环境管理要求，兰州项目的特点为产品资源化（沼液沼渣的利用）；

（4）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分散式的小型就地处理设施，其单位能耗相对较高，意味着较高的经济投入，以及温室气

体排放；另外由于分散式处理规模较小，其环境管理 / 污染物控制的挑战较高，可以作为应急处理技术选择，需结合实际

情况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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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北京南宫厨余垃圾堆肥厂

三相分离 + 好氧堆肥 + 有机肥 / 填埋

S2：苏州工业园区餐厨垃圾处理

湿式厌氧 + 沼气利用 / 油脂回收 / 沼渣焚烧

S3：杭州天子岭餐厨垃圾处理厂

湿热水解 + 湿式厌氧 + 沼气利用 / 油脂回收 / 沼渣填埋

S4：兰州驰奈厨余垃圾处理厂

湿热水解 + 湿式厌氧 + 沼气利用 / 油脂回收 / 沼渣利用

S5：宁波首创厨余垃圾厂

干式厌氧 + 沼气利用 / 堆肥 / 填埋 / 焚烧

S6：杭州黑水虻厨余垃圾厂

破碎 + 昆虫转化 + 灭菌 / 有机肥 / 填埋

S7：苏州农贸市场垃圾就地处理设施

小型就地处理设施

图 6：有机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绩效比较

（4）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发展展望及成果推广

2020 年完成了针对 IWM NAMA 项目成果宣贯活动及生活垃圾管理行业十三五总结报告和十四五展望报告编制工作的

招标工作，中标单位为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CUCD）。CUCD 将在 2021 年完成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十三五总

结报告和十四五展望报告，并梳理总结 IWM NAMA 启动以来五个试点城市的生活垃圾综合管理经验，提炼形成适合中国

城市发展和生活垃圾管理现状的城市生活垃圾低碳发展及综合管理最佳实践，形成系列培训课程，筛选合适的城市清单并

开展城市培训活动，完成项目成果对于 11 个城市的成果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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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1.7 监测、评估和核查

由于 COVID-19 疫情影响，2020 年 5 月的监测活动因故取消，并于 2020 年 11 月对试点城市的生活垃圾管理现状进行

了年度监测，主要监测范围包括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组织结构和政策制度、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体系建设。

试点城市的生活垃圾管理机构相对稳定，所有城市都通过和 / 或实施了促进垃圾源头分类的政策和法规。

此外，在 2020 年，以下设施已经正式运行或处于试运行状态：

苏州市

- 高新区餐厨垃圾处理厂（处理能力 220 吨 / 日）投入运营

西安市

- 鄠邑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焚烧发电热电联产项目（处理能力 2250 吨 / 日）投入运营

- 西咸新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PPP 项目（处理能力 3000 吨 / 日）投入运营

- 灞桥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热电 PPP 项目（处理能力 3000 吨 / 日）在建

泰安市

- 餐厨处理厂（处理能力 196 吨 / 日）经过技术提升改造后重新投入运行

蚌埠市

- 厨余垃圾处理厂（处理能力 200 吨 / 日）正式运行

成果 2：
关于改进垃圾综合管理的政策建议和 / 或技术标准

活动 2.1 为垃圾行业开发政策建议

（1）易腐有机垃圾处理技术综合评估

基于《易腐有机垃圾处理技术综合评估》研究成果，总结并形成技术建议，主要从减量化、资源化、污染物排放、温

室气体排放、经济性 5 个方面为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技术选择及决策提供支持。

（2）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收费机制案例分析

随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不断深入，试点城市均积极探讨建立健全城市生活垃圾收费机制，项目组整理了德国萨克森

州垃圾收费体系（Pay as you throw, PAYT）案例以及德国柏林环卫集团的收费模式，为试点城市垃圾收费机制研究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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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管理相关成本项目

包括给定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处理 / 回收和最终处置

占总成本（%）

比例

成本回收

其他垃圾 47

87%

生物垃圾（厨余垃圾） 14

大件垃圾 11

公共设施中心（废弃物与运营） 4

园林垃圾 2

金属废弃物和家用电器（由市政当局处理） 2

可回收的纸 7

公共场所废弃物（例：垃圾桶） 3

危险废弃物 2

12%
PA/PR/ 控制与执行 2

管理和计费 6

合集 100

图 7：德国萨克森州城市固体废弃物成本结构示例

活动 2.2 为垃圾行业开发技术标准建议

2020 年计划开展的标准研究工作有所滞后，为了更好的推进标准编制及出台，项目组于 2020 年与项目执行伙伴中国

城市环境卫生协会（CAUES）签署了赠款协议，支持 CAUES 开展《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指标体系》和《厨余垃圾处理

技术评估》两项标准研究，预期在 2021 年基本完成标准内容的起草。

1% 其他

charged with surplus
盈余冲抵

in parts subject charge
部分收费

free of charge-service
免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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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3：
垃圾处理行业在应用 MRV 方法方面积累经验

活动 3.1 开展基线研究

已于 2018 年度完成。

活动 3.2 评估试点城市获得的温室气体减排

2020 年 11 月，项目专家组对五个试点城市进行了第三次评估，并采用 MRV 模型测算温室气体减排效果，五个城市

的减排量汇总如下：

苏州

苏州市本次监测期内不涉及收运和回收环节产生的减排。垃圾处置环节的减排项目为新建农贸市场垃圾处理站、新建

工业园区餐厨垃圾处理厂、新建高新区餐厨垃圾处理厂、七子山填埋场发电项目和扩建后光大环保能源（苏州）有限公司。

与基线情景相比，本监测期内，苏州市垃圾管理减排量如下：

表 1  苏州市垃圾管理过程的减排量汇总表（单位：tCO2e）

垃圾管理方式 基准线排放 项目排放 减排量

垃圾收运环节 / / /

垃圾处置环节

农贸市场垃圾处理站 8701 1313 7388

七子山填埋场发电项目 22731 -30927 53658

工业园区餐厨垃圾处理厂 62042 3867 58175

高新区餐厨垃圾处理厂 54366 6346 48020

扩建后光大环保能源（苏州）有限公司 1364634 1270878 93756

垃圾回收环节 / / /

合计 260997

西安

西安市本次监测期内不涉及收运和回收环节产生的减排。垃圾处置环节的减排项目为餐厨垃圾处理厂一期。依据基准

线研究报告，该项目的基准线情景为填埋。本监测期内，西安市垃圾管理过程产生的减排量如下：

表 2  西安市垃圾管理过程的减排量汇总表（单位：tCO2e）

垃圾管理方式 基准线排放 项目排放 减排量

垃圾收运环节 / / /

垃圾处置
环节

餐厨垃圾处理厂（一期） 51022 -8864 59886

西安泾渭康恒环境能源有限公司 - 高陵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379095 77181 301914

中节能（西安）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 鄠邑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266094 69262 196832

光大环保能源（蓝田）有限公司垃圾 - 蓝田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578470 88924 489546

北控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西咸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415230 82039 333191

垃圾回收环节 / / /

合计 138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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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

泰安市本次监测期内不涉及收运和回收环节产生的减排。垃圾处置环节的减排项目为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排

炉）。依据基准线研究报告，该项目的基准线情景为垃圾焚烧（循环流化床）。

本监测期内，泰安市垃圾管理过程产生的减排量如下：

表 3  泰安市垃圾管理过程的减排量汇总表（单位：tCO2e）

垃圾管理方式 基准线排放 项目排放 减排量

垃圾收运环节 / / /

垃圾处置环节 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排炉） 274845 185506 89339

垃圾回收环节 / / /

合计 89339

兰州

兰州市本次监测期内不涉及收运和回收环节产生的减排。垃圾处置环节的减排项目为新建安宁区有机垃圾处理站。依

据基准线研究报告，该项目的基准线情景为“填埋 + 焚烧”。本监测期内，兰州市垃圾管理过程的减排量计算结果如下：

表 4  兰州市垃圾管理过程的减排量汇总表（单位：tCO2e）

垃圾管理方式 基准线排放 项目排放 减排量

垃圾收运环节 / / /

垃圾处置环节 安宁区有机垃圾处理站 2162 199 1963

垃圾回收环节 / / /

合计 1963

蚌埠

蚌埠市本次监测期内不涉及收运和回收环节产生的减排。垃圾处置环节的减排项目为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排

炉）一期和新建餐厨垃圾处理厂（一期）。依据基准线研究报告，该项目的基准线情景为垃圾填埋。本监测期内，蚌埠市

垃圾管理过程产生的减排量计算结果如下：

表 5 蚌埠市垃圾管理过程的减排量汇总表（单位：tCO2e）

垃圾管理方式 基准线排放 项目排放 减排量

垃圾收运环节 / / /

垃圾处置环节 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排炉）一期 538786 175885 362901

新建餐厨垃圾处理厂（一期）1 949 46 903

垃圾回收环节 / / /

合计 363804

五个城市在 2020 年监测期内产生的总减排量为 2097472 tCO2e，在项目监测期内产生的总减排量为 2589977 tCO2e。
各示范城市减排量汇总如下表所示。

1 餐厨厂2020年6月开始试运行，餐厨厂从2020年10月18日起开始统计沼气收集量，因此本监测期内餐厨厂的减排量覆盖周期为2020年10月18日 -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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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温室气体减排量汇总表

监测期序号 监测期 苏州 西安 泰安 兰州 蚌埠 合计

01 01/01/2019~30/04/2019 29 14507 22176 / 166601 203313

02 01/05/2019~31/10/2019 25993 33347 36837 716 192299 289192

03 01/11/2019~31/10/2020 260997 1381369 89339 1963 363804 2097472

合计 287019 1429223 148352 2679 722704 2589977

活动 3.3 支持试点城市相关机构应用 MRV 方法学

2020 年 4 月，IWM NAMA 联合及 11 月，在项目监测期内均对各试点城市进行了 MRV 方法学及碳市场的相关培训及

讨论，但是在监测过程中也发现地方对于 MRV 和碳市场的理解相对还比较薄弱，会在 2021 年进一步开展专项培训活动。

活动 3.4 重新评估行业温室气体减排潜力

未在 2020 年度工作计划内。

成果 4：
关键利益相关方在垃圾综合管理国际最佳实践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

活动 4.1 在线知识平台及微信公众号

2019 年度完成在线知识平台及微信公众号搭建。在项目网站 www.iwm-nama.org 上可以进行浏览。知识平台不仅展示

了项目进展，同时也提供项目执行过程的各种成果，包括对中小学生开展的意识提升课程视频、项目研究报告、废弃物综

合管理领域的最新资讯、相关会议专家演讲提要，让无论是相关行业从业者、利益相关方，还是普通大众，或是中小学生

的各方受众群体都可以从中获益。上线以来到 2020 年 12 月，知识平台访问量为 6,203 次，页面浏览量为 19,068 次，总下

载量为 1,909 次。

项目组于 2019 年度持续运营微信公众号“GIZ-IWMNAMA”并积极更新项目进展，力求加强项目及废弃物管理行业

的积极影响力。截至 2020 年末，公众号文章总阅读量为 64,916 次，关注人数为 1,881 人。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 2020 年上半年疫情期间，项目组针对目前各试点城市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实际宣教需求，总结并

形成了 3 份宣传材料，其中《垃圾分类，可以讲什么》获得 546 次的阅读量以及超过 2000 次的转载阅读量，同时在苏州和

西安，试点城市的公众宣教过程中也采用了上述宣教材料，实现了对于垃圾综合管理理念的有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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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垃圾分类，可以讲什么》截图

活动 4.2 发展培训师库

由于 2020 年上半年中国 COVID-19 疫情以及整个报告期内持续的国际出行限制，活动无法实施，项目组计划于 2021
年尝试线上线下活动相结合以及在国内开展部分培训的解决方案。

活动 4.3-4.6 能力建设与意识提升活动

在本报告期间，项目组组织和 / 或共同组织了六次不同规模和不同目标受众的活动。尽管中国在上半年受到

COVID-19 的限制，但项目组活动还是达到了今年计划参与人数，针对废物管理设施的设计师和其他技术人员的能力建设

非常成功。

（1）培训及能力建设活动

2020 年，超过 582 人参加项目组组织的线下培训和意识提升活动，如：

- 6 月 11 日，项目组为西安市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者介绍了全生命周期管理工具 EASETECH，为西安市城市垃圾管理

提供国际视野及科学参考；

- IWM NAMA 走进企业系列培训活动第四期——LCA（全生命周期评估）在清华科技园召开，介绍了固体废物生命

周期评估方法，并以焚烧为例探讨了 LCA 在固废管理系统中的作用，并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对垃圾分类等热点问

题开展了讨论；

- 9 月 7 日至 8 日，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及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CAUES）主办，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及中国欧盟商会（EUCCC）协办的“IWM NAMA 垃圾低碳综合管理国际研讨会”在安徽省蚌埠市举行，227 人

现场参与此次会议。此次研讨会邀请国内垃圾管理领域专家学者亲临现场，远程连线了国际废弃物管理与低碳发展

领域的重量级专家，同步分享国内及国际垃圾管理领域的最佳案例及最佳环境实践。

- 11 月 13 日，由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主办，项目组支持的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年会 : 国际视野下的垃圾管理模

式研讨会在京召开，100 余人参与。会议邀请环境工作组专家、企业和学者研讨垃圾管理国际合作实践、国际处理

模式、企业技术时间和垃圾管理生命周期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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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IWM NAMA 垃圾低碳综合管理国际研讨会（2020）© IWM NAMA

（2）线上培训及直播活动

此外，受 COVID-19 疫情影响，项目组积极尝试利用线上会议、直播等新媒体方式，推动项目的能力建设及意识提升

活动；尤其是直播的采用体现了新媒体传播效率高、受众广、互动性高的特点，两次直播共计实现点击量 90000+，实际点

击人数 10000+。

- 3 月 24 日， “IWM NAMA 走进企业系列培训活动”第三期，主题为城市有机垃圾处理及厌氧消化，探讨了中德

厌氧发酵工程设计理念差异，吸引近 60 人进入“云课堂”，参加此次在线培训活动。

- 4 月 17 日，IWM NAMA 组织了《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温室气体减排 MRV 模型》线上培训，利用网络直播的方

式分享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温室气体减排核算方法及应用。

- 6 月 22 日，GIZ 废弃物管理与循环经济团队支持 “摇篮到摇篮设计线上讲座”，和与会嘉宾观众线上讨论了从固

体废弃物管理到循环经济发展的热点话题，着重探讨了什么是垃圾管理、如何实现垃圾综合管理、如何从全生命周

期的角度实现塑料污染最小化、其与循环经济之间的关系等话题，探索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路径。

- 10 月 14 日， “IWM NAMA 中欧垃圾综合管理对话——垃圾综合管理：商业模式与金融工具” 直播论坛顺利在

线上举行。此次直播论坛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与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主办，adelphi 技术咨询集团公司协

办，北京恩维联合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环科云信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本次直播关注垃圾管理行业的

长期资金可持续性及商业模式，邀请苏州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陆继军及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何亮出席，远程对话来自德国 Intecus 集团首席执行官 Jan Reichenbach 及柏林环卫集团（BSR）部门主任 Friedrich C. 
Sonderhoff，分享中欧固废管理的典型城市及典型企业案例，从固废发展现状及财务组成等角度，探讨“垃圾综合

管理中的商业模式与金融工具”。

- 11 月 27 日，项目组组织的“IWM NAMA 中欧垃圾综合管理对话——垃圾分类背景下的塑料回收”直播论坛顺利

在线上举行，通过塑料回收及资源利用行业的交流，探讨如何在实操层面推进塑料回收与处理的两网融合，讨论低

值塑料废弃物的处理办法，与会嘉宾分享垃圾管理与塑料回收的欧洲经验与国内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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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IWM NAMA 中欧垃圾综合管理对话直播间现场 © IWM NAMA

（3）垃圾管理公共宣传教育中心设计方案

2020 年项目组委托德国特里尔应用科技大学环境学院为西安市环境教育中心项目提供概念设计及技术支持，以西安市

拟建场馆为依托，通过实地调研测量，与当地城管局、宣教中心场地负责人、当地环保组织、公众等利益相关方的讨论，

提出设计初稿，包括宣教故事线、空间布局、风格设计及互动展品设计；西安市固体废弃物处置中心已申请 3000 万元财政

经费支持西安市填埋场封场以及环境教育中心建设。

（4）出版物：固废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指标（SDGs）

2020 年项目组联合德国汉斯·赛尔德基金会共同共同开展《固废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指标（SDGs）》的出版物准备及编

辑工作，本出版物阐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标（SDG）与垃圾管理之间的联系，通过漫画、百科、案例与实验活动，让读

者深入了解垃圾对环境、社会与人的影响，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截止 2020 年底，已完

成合同签署工作，预计在 2021 年完成出版物内容撰写及校核。

活动 4.8 举办活动提升当地居民环保意识

- 2020 年 6 月 11 日，受西安市城管局邀请，IWM NAMA 项目组来到西安开展交流与培训活动，为西安市 241 名垃圾

分类引导员进行了垃圾分类培训会； 

- 2020 年项目组针对目前各试点城市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实际宣教需求，总结并形成了垃圾分类系列宣传材料，其中

《垃圾分类，可以讲什么》获得 546 次的阅读量以及超过 2000 次的转载阅读量，同时在苏州和西安，试点城市的公

众宣教过程中也采用了上述宣教材料，实现了对于垃圾综合管理理念的有效传播。

活动 4.9 考察活动

本年度考察活动因 COVID-19 疫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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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5：
中国私营和金融部门对垃圾综合管理商业前景的意识得到提高

活动 5.1-5.2 分析中国垃圾行业商业环境及开发商业模型工具

未在 2020 年度工作计划内。

活动 5.3 开发并传播垃圾综合管理体系相关信息

2020 年项目组针对垃圾分类、全生命周期评价、垃圾管理商业模式建立等重点话题，编写并发布了相关研究报告、政

策建议及培训材料，通过项目网站、微信公众号、线下及线上培训等多种方式，传播垃圾综合管理相关信息。

活动 5.4 投资者网络及项目清单

未在 2020 年度工作计划内。

活动 5.5 最佳可行技术商业案例研讨会

未在 2020 年度工作计划内。

成果 6：
根据 NAMA 基金会的要求执行项目

活动 6.1 项目办公室成立

已于 2018 年度完成。

活动 6.2-6.3 项目启动及第一次项目工作组会议

2018 年 1 月 30 日在中国北京召开项目启动研讨会。

活动 6.4 建立并实施监测与评估系统

已于 2018 年度完成。

活动 6.8 半年度报告

2020 年 8 月向 NAMA 基金会技术支持部门（TSU）提交了项目半年度报告。

活动 6.9 年度报告

2020 年 1 月向 NAMA 基金会技术支持部门提交了 2019 年度的项目年度报告。

活动 6.5-6.7、6.10-6.11 其它项目活动

2020 年 11 月 -12 月，NAMA 基金会委托第三方团队对 IWM NAMA 项目进行了中期评估。



工作包 活动 详细工作计划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1.1 试点城市筛选

组成部分A 1.2 中国-国际专家组 完成招标 中环协 埃施波恩

启动工作

1.3 利用关键绩效指标评价垃圾综合度等级 开发KPI方法学 中环协 wasteaware

与中环协完成标准制定  中环协, 住建部

1.4 应用关键绩效指标评估示范城市情况 R wasteaware

1.5 分析试点城市现有垃圾处理设施

1.6 为试点城市提供技术支持 试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进展 R 中环协, 示范城市 专家组 1 监测与评估报告

易腐有机垃圾处理技术评估 R 农科院 研究报告

全生命周期评价 R 研究报告

1.7 监测、评估和核查 R 中环协 专家组 1 监测与评估报告

组成部分B 2.1 为垃圾行业开发政策建议 垃圾管理收费机制案例分析 R  中环协, 住建部, 示范城市 案例分析及政策建议

易腐有机垃圾处理技术评估 R 政策建议

2.2 为垃圾行业开发技术标准建议  中环协, 住建部

2.3 政策建议圆桌会议 易腐有机垃圾处理技术评估 WS/TR 中环协, 住建部, 示范城市

2.4 政策建议方面的交流
垃圾管理收费机制案例分析
全生命周期分析 WS/TR  中环协, 住建部

组成部分C 3.1 开展基线研究 中环协 专家组 1
基线调查/监测、报告与核查（MRV）/监

测与评估计划（M&E）

3.2 评估试点城市获得的温室气体减排 R 专家组 1 监测与评估报告

3.3 支持试点城市相关机构应用MR V方法学 专家组 1 监测与评估报告

3.4 重新评估行业温室气体减排潜力

组成部分D 4.1 建立在线知识平台及微信公众号 上线运营 网站

4.2 建立垃圾综合管理培训师库 完成开展培训师培训相关机构招标工作 中环协, 示范城市

4.3 面向规划人员与政策制定者的培训 WS/TR WS/TR WS/TR 中环协, 示范城市

4.4 关于ETS/ 碳排放交易的培训 中环协, 示范城市

4.5 评估能力建设需求 中环协

4.6 为设计人员开展培训

4.7 为运维人员开展培训

4.8 意识提升活动 WS/TR WS/TR 示范城市 培训资料

4.9 考察活动 中环协, 住建部

组成部分E 5.1 分析中国垃圾行业商业环境 中环协

5.2 开发商业模型工具 中环协

5.3 开发并传播垃圾综合管理体系相关信息 网页，宣传册，微信，领英… 宣传材料

参加各项活动

5.4 投资者网络及项目清单 与网站结合 网站

5.5 最佳可行技术商业案例研讨会  中环协, 住建部 专家组 1

基础部分 项目办公室
招聘
项目指导委员会  中环协, 住建部 会议记录

进展报告 AR SAR 中环协 半年度/年度报告

2018-2019年已完成 WS/TR 研讨会/培训
2020年工作进展 R 报告
2021年计划 AR 年度报告
活动 SAR 半年度报告

WS/TR

产出

NAMA项目2020年工作总结
2020

当地合作伙伴 顾问

WS/TR 培训资料WS/TR 专家组1
外聘专家

专家组1
外聘专家

培训资料WS/TR WS/TR

IWM NAMA Project Progress 2020  |  17 



18  |  2021 年项目工作计划

3. 2021 年项目工作计划

成果 1：
在试点城市优化垃圾综合管理系统

活动 1.3&1.4 关键绩效指标体系（KPI）的开发与应用

根据 Wasteaware 关键绩效指标体系，继续对试点城市的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水平、有效性、财政可持续性及“综合”

进程持续进行监测、评估与核查。

活动 1.6 为试点城市提供技术支持

（1）中国 - 国际咨询专家组提供技术支持

中国 - 国际咨询联合体招标工作将于 2021 年继续为项目及试点城市提供技术支持；技术专家组 2021 年的主要工作计

划如下：

- 2021 年 3 月，提交试点城市技术咨询报告 1.0，并在报告中提出推动试点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及低碳发展的建议；

- 2021 年 5 月，专家组试点城市调研，针对城市报告中提到的重点内容及建议方案，进一步与城市相关方进行沟通

及交流；

- 2021 年 7 月，提交试点城市技术咨询报告 2.0

- 2021 年 11 月，专家组赴试点城市进行第三次调研；

- 专家组总结并起草针对现有垃圾处理处置技术的专题优化报告（如垃圾填埋场封场；垃圾焚烧厂的能效；餐厨 / 家
庭厨余垃圾处理厂的工艺优化等；比如专注于沼气生产的沼液收集和处理）；

- 专家组总结并起草关于“污染者付费原则”制定垃圾收费机制的建议，以及垃圾分类背景下，垃圾综合管理商业模

式的分析与建议。

此外，开展能力建设活动，为建立更健全的政策框架以及技术标准提供建议，也可以作为上述技术支持的有效补充。

（2）碳中和背景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低碳发展路径研究

在试点城市垃圾综合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基于 IWM NAMA 项目执行过程中对于温室气体减排效益的核算结果，结合

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切实承诺，探讨在碳中和背景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作用和贡献，以及可能的实施路径。

（3）完成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行业十三五总结报告

完成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行业十三五总结报告，包括对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行业在十三五期间的主要进展，包括立法

和政策发展，管理体系优化、垃圾的产生及分类收集，处理能力建设、处理技术发展， 行业投资情况分析等。

（4）启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行业十四五展望报告

启动城市生活垃圾十四五展望报告编制工作，从政策法规、管理机制、技术体系、商业模式等维度分析十四五期间城

市生活垃圾管理行业发展趋势，重点讨论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及低碳发展趋势及可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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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展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成本分析研究

随着垃圾分类的深入推行，以及垃圾管理向高质量发展和精细化管理转型，生活垃圾管理成本核算及收费机制成为目

前各城市关注的重点。IWM NAMA 计划于 2021 年支持开展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全成本分析研究，采用全成本分析方法，对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处置全过程进行成本核算，在此基础上对优化收费机制和收费方式提出建议。

成果 2：
关于改进垃圾综合管理的政策建议和 / 或技术标准

基于在试点城市开展的活动以及试点城市的工作经验，在政策建议与标准开发方面，2021 年主要工作将围绕活动成果，

进一步总结提升为政策建议和技术标准，主要内容如下：

活动 2.1 为垃圾行业开发政策建议

形成关于垃圾管理成本分析及收费机制建立的政策建议。

形成关于碳中和背景下垃圾行业低碳发展路径的政策建议。

活动 2.2 为垃圾行业开发技术标准建议

2021 年，由 IWMNAMA 项目执行伙伴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CAUES）牵头，开展《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指标体系》

和《厨余垃圾处理技术评估》两项标准起草及研究工作。

活动 2.3 政策建议圆桌会议

将在 2021 年 4 月和 9 月，组织试点城市召开政策建议圆桌会议，针对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垃圾管理低碳发展、

厨余垃圾处理技术、成本分析及收费机制等政策建议开展专题讨论。

成果 3：
垃圾处理行业在应用 MRV 方法方面积累经验

根据已开发的 MRV 模型和监测评估计划，NAMA 项目组继续对试点城市的温室气体减排情况进行监测及评估，具体

如下：

活动 3.2 评估试点城市获得的温室气体减排

2021 年 5 月及 11 月分别对试点城市进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行业温室气体减排绩效评估。

活动 3.3 支持试点城市相关机构应用 MRV 方法学

2021 年 3 月，继续开展真针对试点城市生活垃圾行业主管人员及从业人员的 MRV 方法学专项培训，通过能力建设活

动指导试点城市当地相关部门及单位深入理解并应用 MRV 方法学，进一步提高主要利益相关方对垃圾综合管理商业前景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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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4：
关键利益相关方在垃圾综合管理国际最佳实践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

活动 4.1 建立在线知识平台及微信公众号

持续运营项目网站及更新在线知识平台及微信公众号。

活动 4.2 建立垃圾综合管理培训师库

受 COVID-19 疫情的影响，2020 年未开展培训师库组建及相关培训活动；2021 年鉴于疫情可能产生的持续影响，项

目计划将部分培训培训师（Train the Trainer）活动调整在国内开展，通过线上专家培训与线下实地学习相结合的方式，系统

介绍垃圾综合管理理念及相关内容。计划于 2021 年 3 月前完成培训师库的建设，并于 6 月启动培训工作。

活动 4.3-4.8 能力建设与意识提升活动

（1）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

2021 年，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利益相关方的培训及能力建设活动计划如下：

- 2021 年 3 月，IWM NAMA 项目指导委员会会议

- 2021 年 3 月，碳市场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培训

- 2021 年 4 月 /9 月，政策建议圆桌讨论会

- 2021 年 4 月 /10 月，中欧垃圾综合管理对话活动（直播）

- 2021 年 6 月 /10 月，培训师专项培训活动（每次一周）

- 2021 年 6 月 25-28，第十六届固体废物管理与技术国际会议（ICWMT）

- 2020 年 9 月，生活垃圾低碳综合管理国际研讨会

- 2021 年 11 月，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年会—国际合作研讨会

（2）出版物

由项目执行合作伙伴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组织，开展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实践案例总结，通过 15个重点话题，

以案例的形式阐述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

完成联合国人居署（UN Habitat）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评价指南（Waste Wise Cities Tool）中文版的翻译及发布。

完成联合国环境署（UNEP）全球固废管理展望报告2（Global Waste Management Outlook 2, GWM2）中文版的翻译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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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评价指南

活动 4.9 考察活动

鉴于 COVID-19 疫情原因，此部分活动可能会有不确定性，

计划于 2021 年 10 月组织考察团参加国际固废协会 2021 年会并进行垃圾综合管理相关考察。

成果 5：
中国私营和金融部门对垃圾综合管理商业前景的意识得到提高

活动 5.1-5.2 分析中国垃圾行业商业环境及开发商业模型工具

商业案例的开发将与 NAMA 项目在线知识平台的建立相关联，并将与技术支持以及中国立法发展情况密切相关，这

些因素可能促进新金融工具的可用性或提升现有金融工具的吸引力，2021 年将依托项目监测团队启动关于城市生活垃圾综

合管理商业模型工具的开发。 

活动 5.4 投资者网络及项目清单

通过能力建设活动逐步建立投资者网络及项目清单，并不断在项目在线知识平台更新（https://www.iwm-nama.org/），

为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利益相关方，尤其是私营部门及金融部门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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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6：
根据 NAMA 基金会的要求执行项目

活动 6.6 年度项目工作组会议

2021 年 3 月召开年度项目工作组会议。

活动 6.8 半年度报告

2021 年 8 月向 NAMA 基金会技术支持部门（TSU）提交项目半年度报告。

活动 6.9 年度报告

2021 年 1 月向 NAMA 基金会技术支持部门提交 2020 年度的项目年度报告。



工作包 活动 详细工作计划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1.1 试点城市筛选

组成部分A 1.2 中国-国际专家组 中环协 埃施波恩

1.3 利用关键绩效指标评价垃圾综合度等级 中环协 wasteaware

1.4 应用关键绩效指标评估示范城市情况  中环协, 住建部 wasteaware

1.5 分析试点城市现有垃圾处理设施

1.6 为试点城市提供技术支持 中国-国际咨询专家组提供技术支持 R R 中环协, 示范城市 专家组2 报告&建议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十三五总结报告 R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十四五展望报告 R 报告

碳中和背景下MSW管理低碳发展路径 R 报告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成本分析研究 R 示范城市 报告

1.7 监测、评估和核查 R R
组成部分B 2.1 为垃圾行业开发政策建议 垃圾管理成本分析/ 收费机制政策建议 R  中环协, 住建部, 示范城市 政策建议

垃圾行业低碳发展路径政策建议 R 政策建议

2.2 为垃圾行业开发技术标准建议 R  中环协, 住建部 标准

2.3 政策建议圆桌会议 WS/TR WS/TR 中环协, 住建部, 示范城市

组成部分C 3.1 开展基线研究 中环协 专家组 1
基线调查/监测、报告与核查（MRV）/

监测与评估计划（M&E）

3.2 评估试点城市获得的温室气体减排 R R 专家组 1 监测与评估报告

3.3 支持试点城市相关机构应用MR V方法学 专家组 1

3.4 重新评估行业温室气体减排潜力

组成部分D 4.1 建立在线知识平台及微信公众号 持续运营 网站

4.2 建立垃圾综合管理培训师库/ 培训培训师 WS/TR WS/TR 中环协, 示范城市

4.3 面向规划人员与政策制定者的培训 WS/TR WS/TR WS/TR 中环协, 示范城市 专家组 1&2 培训资料

4.4 关于ETS/ 碳排放交易的培训 WS/TR 中环协, 示范城市 专家组 1 培训资料

4.5 评估能力建设需求

4.6 为设计人员开展培训 中环协, 示范城市

4.7 为运维人员开展培训 中环协, 示范城市

4.8 意识提升活动 R 培训资料/出版物

4.9 考察活动 住建部 培训资料

组成部分E 5.1 分析中国垃圾行业商业环境 中环协 专家组 1

5.2 开发商业模型工具 中环协 专家组 1

5.3 开发并传播垃圾综合管理体系相关信息 网页，宣传册，微信，领英… 宣传材料

参加各项活动

5.4 投资者网络及项目清单 与网站结合 网站

5.5 最佳可行技术商业案例研讨会

基础部分 项目办公室
招聘
项目指导委员会 WS/TR  中环协, 住建部 会议记录

项目中期评估
进展报告 AR AR SAR 中环协 半年度/年度报告

已完成 WS/TR 研讨会/培训

2021年工作计划 R 报告

2021年未涉及 AR 年度报告
活动 SAR 半年度报告

产出

NAMA项目2021年工作计划
2021

合作伙伴 顾问

KPI监测报告

WS/TR

R 报告

WS/TR 专家组 1&2 培训资料W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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