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建设长江经济带“无废”之城
重庆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以及重庆“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

示范作用”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心城区（9+2)开展全国“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努力建设山
清水秀美丽之地。

顶层引领   系统构建“无废”制度体系
坚持规划引领

印发《重庆市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布局规划》，编制《重庆市固体废物处置规划》，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纳入国土空间
规划，实现“一图统筹”

提升能力   建立健全“无废”管理体系

公众参与   构建“无废”全民共建体系

完善标准规范

出台锰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危险废物填埋场封场维护预提资金制度等9个管理规范、重庆市危险
废物填埋场封场技术指南等5个技术规范

落实部门责任

打造汽车产业“一核七环”循环链体系

无废景区⸺洪崖洞“无废城市·绿色生活”短视频大赛启动仪式 无废城市美陈巡回展

原生生活垃圾实现近零填埋川渝首创白名单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经营单位和接收量，
废铅蓄电池、废荧光
灯管、废线路板

双方商定
白名单

实际接收量、处置量白名单范围内
直接审批

所在地省厅审批

定期交换
转移数据

发现问题立即通报

守法情况

定期会商

及时调整白名单

“白名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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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资源共享
避免重复建设

简化审批程序
提升工作效率

就近转移处置
减少环境风险

提升管理水平
促进产业升级

重庆春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创新小微源危险废物综合收集制度

收运总量覆盖数量

0.05万吨

1.39万吨
上升

212家

5138 家

上升

非工业源企业、年产废量3吨及以下的小微企业

覆盖行业

学校 高校 监测 检测 汽修 船舶 有害垃圾 医院

收运更及时 管理更规范 服务更精准

建设工业危废信息化、精细化管理体系

实现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移、处置全过程、可追溯管理

产废单位 运输单位

处置单位

分批次
分数量、分形态
(全程二维码监管)

产生、入库
转移预约

确认、车辆调度、转移运输

签收入库
处置登记

200家重点产废企业、31
家经营单位、二甲及以
上医疗卫生机构实施精
细化管理

5917家镇级及以上医疗
卫生机构全部实现医疗
废物集中处置

二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
构全面运行医疗废物电
子转移联单

城镇污水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近100%

中心城区城镇污水污泥无害
化处理规模达1770吨/日

无害化处置比例100%水泥窑协同处置、生产建
材等为主的多元处置模式

政府统筹 企业施治 特许经营 市级财政补贴

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率100%

日均收运处置
1800吨

处置能力
2100吨/日

3.6万余家餐馆
纳入收运体系

资源化
利用率100%

区收运、市处理，处置费市财
政承担、收运费区级承担

首批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
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出台《重
庆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

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重点产废企业（含经营单位）纳入环境信用评价、6家涉危废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

经济信息委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卫生健康委
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废物管理

交通局
危险废物道路运输
机动车维修行业

商务委
报废机动车拆解
再生资源回收

供销合作社
废弃农膜回收 . . .

 . . 
. 

全民
共建

专家访谈 报纸 电视 广播

新闻宣传

社会宣传

宣传产品 短视频 户外广告 主题活动

无废景区 无废公园无废小区无废学校

无废城市细胞创建

制定创建标准 开展细胞创建 打造精品细胞

         巡展

短 视 频 大 赛

主 播 星 主 张

无废城市创意展

博物馆无废展区

绿色生活小程序

……

……

百果园第三垃圾焚烧发电厂

公众缴纳处置费 政府购买服务 企业无害化处置 区域生态补偿

实现“装、树、联”
日 处 理 能 力
8 1 0 0 吨 原 生 生
活垃圾近零填埋

中 心 城 区 生 活
垃 圾 焚 烧 发 电
厂 3 座

以汽车行业
为突破口

轻量
化设计

清洁
生产改造

报废
汽车拆解

无废
4S店

零部件
再制造

废砂
再利用

废电池
回收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
一项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特色
雄安新区作为新建城市，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固体废物基础设

施空间布局，全面构建体制机制，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具有天然优势。

体现针对性，率先开展存量固体废物全量化处理。初步建立遗存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台账，按照固
废特点及建设时序需求，探索分阶段、分区施策全量化处理模式。

体现实用性，探索新区拆迁建筑垃圾就地化处理模式。强化建筑垃圾源头分类管理，结合新区建设需要
及空间布局，多途径资源化利用。

体现协同性，探索固土协同管理模式。将白洋淀清淤底泥用于坑塘修复、绿化种植土、蓄水陶土等途径；
拟开展有机固废堆肥细胞试点工程，探索以园林、秸秆等有机固体废物就地就近协同处理模式。

世界眼光
国际标准
中国特色
高点定位

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
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
协调发展示范区
开放发展先行区

坚持周总结、月汇总、季调度
将“无废城市”建设工作贯穿始终

雄安新区“无废城市”建设始终坚持高位推动、部门
联动、理念渗透、试点先行的方针，推进新区固体废物减
量化、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全过程管理。一是以雄安新
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同志为核心，按照新区
总体规划要求，结合雄安新区实际，精准定位和精准改
革，积极开展试点示范。二是持续动员全区上下共同推
进雄安“无废城市”建设，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
好局面，努力打造形成“无废雄安”的中国样板。三是做
好定期调度机制，分阶段推进重点工作，做好与规划建
设的衔接、与现有工作任务的衔接、与三县固废基础的
衔接、与相关部门职责分工的衔接。四是做好“无废城
市”简报机制，定期梳理和总结“无废城市”建设进展、亮
点工作经验，形成部门间信息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2020年7月7日，傅首清同志组织召开第二季度“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推进会，重点就“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推进进展、存在的困
难进行逐一讨论。

2019年12月5日，雄安新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傅首清同志主持召开“无废城市”2020年任务研讨会，重点就试
点任务的前瞻性、可行性、可复制性及代表性进行讨论，为新区“无废城市”建设奠定基础。

2019年5月16日第一次座谈会，对雄安新区固体废物相关情况
进行讨论，就新区“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提出初步构想。

全面建立“无废城市”帮扶机制
  建立以“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咨询专家委员会成员李金

惠教授等组成的专家帮扶团队，全过程参与雄安新区“无废城
市”建设试点工作。

专家帮扶团队对《雄安新区“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编
制进行全过程指导。雄安新区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
特色、高点定位，专家帮扶团队充分结合雄安实际，以及国内
外先进的理念和经验，为雄安新区系统把脉。分别于2019年6
月21日、12月17日赴雄安新区进行现场调研和指导。

建立与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的帮扶机制。全力支持
雄安新区“无废城市”建设，全过程参与新区“无废城市”建设。
编制《雄安新区“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先后派驻三名同
志深入参与到新区“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推进工作中，提供技
术指导、专家咨询及人员支撑等服务。

2019年12月17日，生态环境部专家帮扶团队赴雄安新区对“无废城市”建设工作进行帮扶，听取了“无废城市”整
体进展及相关亮点工作的汇报。

2019年6月21日，生态环境部组织李金惠教授等一行专家赴雄安新区指导“无废城市”建设，实地调研了河北金
宇晟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3日，生态环境局第一次召开新区各部门“无废城市”座谈会，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
长么新组织绿色发展中心主任李越，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研究员金宜英等五名专家赴雄安新区进行深
入交流。

2019年9月9日，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么新汇报《雄安新区“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内容，并正式通过
生态环境部专家评审。

2019年8月22日，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
院副院长么新受雄安新区邀请，围绕“从

‘无废城市’到‘无废社会’”的主题，系统
分析国内外“无废城市”建设内容及演进
历程。

“无废城市”建设内容不断融入规划体系
白洋淀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方案《2020-2022）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雄安新区）实施方案  ……

印发《雄安新区绿色建筑设计导则》《雄安新区绿色建材导则》《雄安新区绿色建造导则》；
绿色建材使用率100%，拆迁建筑垃圾实现100%现场破碎及现场筛分。

建
筑

已编制《雄安新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关于雄安新区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工作要点》;
高标准建设垃圾综合处理设施一期工程，三县618个村庄生活垃圾实行一体化管理，做到日产日清。

生
活

建立1000亩化肥使用量零增长示范区，建立500亩监测预警农药减量控害增效量化示范基地；
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绿色农业，清退畜禽养殖场（户）5000多家，制定《雄安新区2019年秋-2020年夏
农业结构调整推进工作方案》。

农
业

推进传统产业转移转型，提升改造一批、转型升级一批、搬迁转移一批、依法关停一批；
推进全域遗存工业固废全量处理处置。

工
业

建立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探索和推广先进的城市资源循环利用模式，率
先建成“无废城市”。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指标体系
根据生态环境部印发的《“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试行）》要求，以2018年数据为参考基础，结合雄安新区固废存量和

处置基础现状，从雄安新区战略定位、产业布局、空间布局、体制机制等方面考虑，构建出体现雄安特色的“无废城市”指标体
系。雄安新区“无废城市”指标体系共有62项指标，包括19项必选指标，22项可选指标、3项调整指标和18项特色指标。

指标体系一是体现新区阶段性发展特征。新区现阶段正处于大规模建设期，许多工作无法全域开展，主要以试点模式探
索经验模式及推广方式，指标体系目标值变化缓慢。二是体现新区高点定位的特色，特色指标从政策机制、场景设计、理念宣
传等方面全面展示新区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的特点。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无废城市”理念贯穿新区规划建设全过程，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
和无害化处置，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绿色示范高地

2019年12月    雄安新区成立了以陈刚同志为组长，田金昌同志为第一副组长，傅首清同志任常务副组长的领导小组，高层级
推动雄安新区“无废城市”建设。

“无废城市”建设框架及基本路径
近期目标（2019-2020年）
• 遗存废物全面处理，政策体系初步设计
中期目标（2021-2022年）
• 建设废物就地消纳，制度机制逐步落地
远期目标（2023-2035年）
• 创新模式全面形成，全域废物精细管控

基本路径

• 存量废物全量处理

• 增量废物全面规划

• 政策机制全新构建

总体目标

• 新区建设无废化

• 新区发展无废化

制定全国首个“无废城市”理念教材，全面进入新区幼儿园到高中宣传体系，作为选修教材系统融入
新区教育体系；
在中国雄安官网上开发上线“无废城市”专题网页，打造对外宣传窗口。

宣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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