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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废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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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阶段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活水平以及工业化进程也在不断发展，

由此就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所以现阶段环境保护就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程序。无

废城市作为环境保护的主张之一，要求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了对环境的治理。然而城市产生废弃物的产业较多而且规模较大，无废城市的建设就还存在一些隐患。本

文就从无废城市入手，浅谈其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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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existing in waste urban construction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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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urrent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proces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living standards and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are also constantly developing, resulting in a large number of waste, 
causing great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Therefo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procedure of 
urban development at the present stage. As one of the proposition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aste-free city 
requires cities to reduce the generation of waste as much as possibl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so as to achie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o a certain extent. However, there are many waste-producing industries in cities and on 
a large scale, so there are still some hidden dange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ste-free citie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waste-free city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in its construction and its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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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的城市污染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

要原因之一，大量的污染物不仅会对环境产生破坏，

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对人体造成危害，所以针对城市

污染的治理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无废城市作为

一种新兴的管理理念，在实现城市发展的同时融合

了环境保护的观念，所以无废城市建设就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实现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推进现代

化社会的发展进步。然而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城市

作为各种产业工业的集成，废弃物的生产规模十分

庞大，而且环保理念的落实也需要深入到每一个环

节，难度较大，再加上人员意识等方面的问题，无

废城市的建设就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很难落到

实处。在此基础上，相关人员就需要加强对其的研

究，找出建设存在的问题并进行解决。 
1 无废城市概述 
1.1 无废城市的概念 
现阶段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虽然十分迅速，但也

正是由于发展速度过快，还存在一些细节方面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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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在此背景下，无废城市建设就成为社会发展的

主流，“无废城市”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

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

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

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也是一种先进的城

市管理理念[1]。 
1.2 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性以及优势 
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无废城市的建设具有重要

的作用。首先，“无废城市”建设有利于解决城市

固体废物污染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

生产的规模也就不断增长，由此就产生大量的固体

废弃物，每年新增固体废物 100 亿吨左右，历史堆

存总量高达 600 亿－700 亿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

民的生产生活。进行无废城市建设，就能够在发展

城市的基础上实现对废弃物的治理，从而减少固体

废弃物的总量，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固废的治理；其

次是完善管理制度，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废

弃物的来源较多，所以相关人员针对固废的治理就

具有一定的难度，再加上各地废弃物的状况存在差

异，发展水平也不相同，废弃物的治理就具有一定

的难度。进行无废城市建设，就能够结合环境保护，

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城市的发展。至此，相

关人员就将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相结合，并且建立

长效体制机制，从城市整体层面继续深化固体废物

综合管理；然后就是推动城市的转型升级，实际的

发展过程中，城市废弃物的产生一方面是生产方式

较为粗放，还存在很多的制约，一方面则是消费模

式出现纰漏，过度消费以及超前消费等情况屡见不

鲜[2]。所以实际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无废城市的建

设，就能够提升固体废物综合管理水平与推进城市

供给侧改革相衔接，与城市建设和管理有机融合，

从而推动城市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

格局、产业结构、工业和农业生产方式、消费模式，

提高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2 现阶段无废城市发展的存在的问题 
2.1 方法存在的缺陷 
城市的废弃物种类较多而且规模较大，无废城

市则要求相关人员实现废弃物的迅速处理，在此规

范之下，相关人员的作业就具有一定的难度。无废

城市建设主要针对城市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固体废弃

物，针对其的处理环节，由于固废的来源复杂，相

关人员在固废收集环节就面临一定的难度。而且固

废由于类型多种多样，所以针对固废的治理手段也

就具有很强的技术性，需要从源头减量化、分类回

收、收集运输、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置等多个环

节入手，且每一个环节的方法也存在差异，就进一

步增加固废治理的难度。 

 
图 1 无废城市概念示意图 

所以实际的发展过程中，现阶段的无废城市建

设就还存在方法方面的问题。而固废治理方法的缺

失，就导致我国的固废治理存在缺陷，利用程度不

高，甚至给城市带来二次污染。 
2.2 邻避效应的制约 
实际的发展过程中，邻避效应也是现阶段城市

化无废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无废城市的关键在于

源头治理以及固废处理两个环节，前者这对固废的

产生进行治理，后者针对已经产生的固废进行治理，

二者协调，共同实现无废城市的落实。但是，固废

作为一种生产生活固体废弃物的集成，污染性强而

且还会对人体造成危害，所以实际的发展过程中，

就导致公众不愿意把固废处置设施建在自己家的附

近，相关居民往往认为固废本身存在的危害会对其

造成影响，所以对固废处理设施以及场所的修建存

在抵触情绪，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固废处理场

的建设，进而影响城市固废的治理。所以现阶段城

市固废的治理环节，相关人员往往需要结合城市规

划以及居民意愿等多种因素进行设计，一定程度上

制约无废城市的落实。 
2.3 技术方面的问题 
无废城市建设作为涉及整个城市的固废处理规

划，就需要较强的技术手段作为支撑，所以固废治

理技术以及其普适性就成为技术人员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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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的作业过程中，“无废城市”建设需要源

头减量、资源回收、综合利用、无害化处置等多个

环节共同发力才能够实现对固废的治理，再加上城

市中的固废来源较广，分布较乱，而且类型较多，

此外固废中还包含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治理环节既

要努力做到综合利用，又要做到没有二次污染，以

此达到固废处理处置更清洁、分离分选更彻底、综

合利用价值更高的目的。所以相关人员在进行作业

的过程中就遇到很大的阻碍，需要借助先进的设备

以及专业的技术才能够实现对固废的治理[3]。但是

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固废资源化技术总体上与

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总体治理水平十分落后，

就需要相关人员加强对技术的研究。 
2.4 政策方面的问题 
无废城市建设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各个环节，所

以该举措的落实往往需要政策的支持，在地方政府

下达相关指令之后，各个部门就需要协同作业，在

发挥自身职能的基础上融合无废城市的建设要求，

从而实现制度的落实。然而无废城市的落实由于涉

及面较为广泛，所以其成果的实现需要时间也就较

长，需要政策长时间的执行。现阶段部分地方政府

对于该理念的认知不够明确，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

往往朝令夕改，政策的长效机制还未落实，就在很

大程度上制约无废城市的建设。 

 
图 2 无废城市示意图 

3 无废城市建设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建议 
3.1 加强政策的长期规划以及设计 
实际的作业过程中，政策的长期保持是无废城

市落实的关键，所以相关人员就需要加强对战略规

划的重视，在结合城市发展实际的基础上对无废城

市的落实进行设计，在保证城市发展不受到阻碍的

基础上对环境进行保护。一方面，相关人员需要充

分考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等目标要求，兼顾区域发展不均衡等因素，研究

制定我国中长期“无废城市”建设的战略规划，进

一步明确总体目标、路线图、时间表和优先序，以

保证无废城市建设流程的规范性[4]；另一方面，相

关人员还需要转变观念，在坚持合理性以及差异性

的基础上认识到无废城市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程，

从而因地制宜地根据实际情况出台政策，并且坚持

长远规划，尽可能地避免政令的更改。 
3.2 完善体系，保证无废城市的落实 
实际的作业过程中，体系是相关人员作业的依

据，所以完善的体系才能够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的落

实，也就要求相关人员对无废城市的落实体系进行

研究，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保证相关作业的顺利落

实。一方面，各地方政府需要遵循新《固废法》的

要求，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加强对固废治理的重视，

然后将《固废法》的条文落到实处，这样一来，就

能够为作业人员提供建设的主张和依据，避免作业

人员走入误区。另一方面，无废城市关系到整个城

市的固废处理，所以其体系的制定就还需要强化各

级人民政府的总体统筹领导，构建起跨部门协同的

“无废城市”综合治理体系[5]。这样就能够协调各

级政府，在对各个地方的固废进行了解的基础上对

城市的固废状况进行全面的了解，这样就能够结合

实际进行治理方法的制定，从而对固废进行针对性

地解决。 
3.3 加强技术创新 
无废城市的建设过程中，由于无废涉及面较为

广泛，需要处理各种形式的固体废弃物，所以处理

技术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处理效果。所以要想实现

无废城市的快速落实，关键就在于技术的升级和创

新。首先就是加强技术创新，突破固废资源化利用

关键技术瓶颈，相关人员需要围绕材料节约、源头

治理、废物利以及环境保护等，进行专业技术的研

发创新，然后将该技术运用到固废的治理过程中。

这样一来，就能够实现对原有技术的创新，一定程

度上推动社会的发展；其次是建立技术综合评估体

系，由于固废的处理需要面对多种类型的废弃物，

所以适用的技术也就不同，要想充分发挥固废治理

技术的功能，关键就是要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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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城市固废数据统计信息平台，借助该平台对城

市各个地方的固废状况进行调查，从而确定合适的

技术，以保证专业性[6]；然后就是积极推进科技成

果转化，地方政府需要加强针对固废处理技术的知

识产权重视程度，建立可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对相关人员的利益进行保护。并且在此基础上加强

科技成果转化，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用技术，以实

现对固废的治理。 
3.4 加强意识引导 
城市居民以及部分领导人员的意识也是制约无

废城市落实的关键，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

就需要加强对无废城市的宣传，通过各种多媒体以

及网络平台进行无废城市重要性的宣传，从而激发

起工作人员的作业积极性。然后就是对民众进行知

识普及，让其了解到无废城市的优点以及固废处理

的情况，改变其对固废处理厂的错误认知，减少无

废城市推进的阻力。 
4 结语 
现阶段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固废污染已经成为

影响城市发展的关键一环，所以针对其的治理也就

成为相关部门的关注重点。无废城市作为先进理念

的一种，针对城市中的固废进行专业化的治理，能

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对固废的治理。然而无废城市涉

及面较为广泛，技术性很强，建设环节还具有一定

的难度，就需要通过意识培养、技术创新、政策制

定以及体系营造的手段，实现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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