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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图片来源：Kate Hliznitsova，Unsplash

引言

城市化进程深刻地改变了粮食消费模式。城市居民的粮食消费量高达全球粮食供给量的70%。在居住人口数超过23亿的
亚太地区1，持续扩张中的城市化进程，更使得粮食和营养需求不断攀升。

另一方面，全球人类消费的粮食中，有近三分之一遭到损失和浪费。在韩国等高度城市化的亚洲国家，单是2017年一年内

便有581万吨食物遭到丢弃2。另一项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韩国居民平均每天丢弃了15,680吨食物3。而在日本，全社会
每年造成的粮食损失和浪费量高达1,500万吨，其中包括600万吨尚可食用却遭到丢弃的食物4。

与粮食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中的26%，其中包括与土地利用变化和食品供应链相关的排放5，以及因物

流使用化石燃料和在食品包装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6。日本约有1,690万吨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于食品进口，是本地食

品供应链排放量的两倍。亚洲城市化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使得动物源性食品和加工食品的消费量日益增加7。以韩国人气
菜肴雪浓汤为例，平均每份餐点在准备过程中便会产生约10公斤的温室气体排放。

这样的食物系统也造成了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退化和水污染 8。人工肥料中大部分的氮元素均流入河流和海洋中，仅不

到50%的氮元素被作物吸收。水体中氮和磷等营养物质过量，导致富营养化和水缺氧9。另外，耕种机械的反复使用也降低

了土壤生产力和作物产量10。

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当前的粮食系统需要转型。除了传统常见的粮食安全政策和行动，还有必要对粮食系统有更全面和整
体的认识。
而循环经济正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检视人类可以如何通过粮食系统与生态环境建立更紧密的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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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东亚地区的粮食系统转型可追溯至1960、70年代，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当时，日本和韩国双双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
化。
当城市和农村地区面临生产和消费模式的深刻变革时，粮食系统就成了社会发展和环境行动交汇的关键领域之一。

日本

1960、70年代的日本，因经济快速增长而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11，但过度使用化学添加剂却给人类带来了负面影
响12, 13。
而日本社会对于规模化生产的依赖不仅拉大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更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

水俣病和其他工业污染使日本消费者对粮食安全、人类健康和环境这三者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对食物安全有顾
虑的消费者不再前往杂货店采购粮食，而是直接从可靠的农民处购买不含任何化学产品的食品；而生产者则以提供牛奶和
有机产品的直送服务，回应消费者需求。
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合作关系因人们对于粮食安全的关注而得以建立和发展。

1970年代末期，日本率先开展了“一村一品运动”
，由各地方政府负责推广一种农产品，包括本土、原生和稀有的农业植物。
该运动旨在促使原本不符合大规模市场化标准的产品成为经济作物。
随着农业部门可持续发展意识提高、农村发展，以及《
食物、农业和农村基本法》的颁布，
“就地生产和就地消费”
（Chisan-chisho）运动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日本境内如火如

荼地展开，倡导“就地生产有助于恢复食品信任和安全”、
“重振地方经济“、
“减少生态足迹”和“重建日本传统和文化”等理
念。
在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粮食首次被赋予了重要作用。

随着可持续发展和资源效率意识大幅提高，
“Mottainai”
（勿体無い／もったいない）一词自2000年起再次在日本社会中

获得广泛运用，以表达对于浪费现象的失望和惋惜。日本政府在全国性的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运动中使用了该词，倡导
将“Mottainai”文化重新引进饮食文化当中，并称“Mottainai

精神是日本引以为荣的文化”14。
自那之后，越来越多市民将该

理念融入日常饮食消费行为的实践中。2019年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当被问及有关粮食浪费的总体看法时，一些日本受访
者仅简明扼要地回道“Mottainai”15。

近年来，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主流，日本社会更意识到粮食对生态平衡的影响。地方政府和日本农业协同工会（Jap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简称“日本农协”
）积极提倡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农业实践，旨在保护濒危物种，实现人与自然
的互利和谐关系16，17。
恢复和保护本土农作物的做法再度重获新生——但这一次并非为了盈利，更多的是为了促进区域的可
持续发展和地方环境保护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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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韩国在1970年代开始推行农业工业化。为提高产量，韩国农民舍弃了本土稻种，并高度依赖化学品和合成肥料。受到自由
贸易政策的影响，进口粮食和产品占据了主导地位19。
农业部门的经济状况和生态景观均大幅下滑。

1980年代末，随着韩国食品和农业体系的变革，
“Hansalim运动”逐渐兴起。
“Hansalim”
（한살림）一词意指“相活相生的合

作”和“拯救所有生物”20，倡导人与自然共存的理念21。鼓励消费者和生产者建立直接的联系。这种样的新联系，使消费者理

解并珍惜生产者的努力，而生产者则采用尊重自然的种植法栽种粮食。

正当农民受到自由贸易政策的沉重打击时，消费者也失望地发现，进口产品存在化学添加剂。
“Hansalim运动”为建立新型

消费-生产关系提供了替代方案。随后形成的生态学思想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为韩国的环保运动开启了新篇章22，23。

“相活相生的合作”理念也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丰富了该运动。时至今日，
“团结的社区共同体”和生产者与消费者对彼此的
责任感依然深植于韩国文化中。

日本和韩国丰富的粮食系统行动历史依然推动着转型与变革。两国的城市也持续开展更多创新和雄心勃勃的行动，期待
促成粮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虽然食品部门的实践往往被认为有助于减缓城市温室气体排放和促进生物多样性，但这些
实践对资源效率的影响却往往未获得重视。

由于“循环经济”这个具有整合性的概念已成为全球政策议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宜可城 - 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东亚秘书处

（ICLEI -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East Asia Secretariat）特别从循环发展的视角编写了此手册，全面回顾
了日韩城市的地方政府和利益相关方，在与政策制定者、企业和关键利益相关者协商后所采取的策略。亚太地区的发展中
和发达城市皆可采用这类策略来提升城市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

这本手册展示了三个日韩城市政府如何结合财政工具、协作
模式、信息宣传与研究举措，构建都市农业系统和避免粮食
浪费，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12.3。他们的经验与宜可城循环

圈的《循环粮食系统城市实践者手册》相辅相成。
我相信这二

本手册将为渴望#重建更美好未来（#BuildBackBetter)的
地方政府提供及时资源。

宜可城全球秘书处循环发展主管 Burcu Tu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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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和对象

目的

本手册重点关注城市粮食系统生产端和消费端的实践，

本手册旨在回顾有助于城市粮食系统循环经济发展的

与分析）
，以及其他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采取的策略。

于餐厨垃圾回收问题，较少探讨生产端和消费端，因此

良好示例。常见与食物相关的循环经济讨论多将重点置

展示了决策者（如立法和制定规范）、智库（如开展研究

本手册特别侧重于关注这两方面的案例。

针对生产端，报告回顾了韩国首尔市的都市农业实践，

本手册分析了地方利益相关者所开展的活动，并将其分

并识别了关键挑战和潜在机遇。而针对消费端，为避免

为五大类：

多元且复杂的行动模糊焦点，本手册仅收录了日本广岛
市和札幌市为减少粮食浪费所采取的具体实践。

1.

法规和规划；

3.

合作与协作；

需特别注意的是，上述三个城市都针对食品价值链开展

2.

了本手册的研究范围，因此未收录于此。其中一个著名

4.

了许多创新且规模化的循环实践。但由于相关实践超出

5.

的案例是餐厨垃圾回收。虽然本手册并未涵盖回收方面
的实践，但宜可城东亚秘书处认为，所有的努力——不论

财政激励举措；
信息和传播工具；
研究与教育。

案例展示了城市治理者因地制宜采取的政策举措，以及

是生产、消费阶段，还是废弃物管理阶段——在构建可持

参与其中的利益相关者。本手册旨在为有意在城市粮食

续、循环的粮食系统的过程中，都是同等重要和必要的。

系统中采用循环经济做法的政府官员和实践者提供实
用参考。

本手册主要是为亚洲地区推行城市可持续粮食系统的

地方政府决策者和实践者所编撰的，但相关领域的企

业、民间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和智库也可从中
获得启示。

城市已是全球粮食消费的中心，也因而成为了粮食系统成功
转型的关键。循环经济的概念提供了一种新方法，让我们重

新审视粮食系统在连接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作用和影响。东

亚地方政府一直是可持续发展和城市粮食系统转型的先驱。
这项研究将激励更多城市为迈向可持续的未来，采取创新行
动，推进城市粮食体系转型。

宜可城东亚秘书处主任兼中国首席代表 朱 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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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手册基于案头研究以及针对地方利益相关者的半结

本手册包涵五个章节：

构式访谈编写而成。

• 第一章为引言、背景和研究方法。

案头研究主要是通过当地电子图书馆和网站，包括市政

• 第二章介绍了循环经济的概念、在地方层级的

府网站和其他当地组织的网页，对各市的监管框架、政

实践、重点措施，以及宜可城的“循环发展五阶段

策文件、研究报告、宣传和媒体报道进行分析。这些文

（5Rs）”理论框架。

件涉及由一家或多家组织开展的各类活动。由于大部分
文件都以当地语言撰写而成，因此为不遗漏任何重要信

• 第三章介绍了首尔市在都市农业方面的良好实

息，相关文件的搜集与分析主要由当地研究人员完成。

践。
本章分为五个部分：

半结构式访谈作为案头研究的补充。受访者包括负责政

1.

都市农业作为循环发展举措；

3.

首尔市的实施策略；

2.

策实施的地方政府官员、私人企业代表、民间社会组织
和非政府组织专家与研究人员。

4.

在第三章韩国首尔市的案例中，受访者需先通过电子邮

5.

件完成一份简短的问卷调查。问卷包含三大部分：
（1）受

韩国的都市农业发展；
最佳实践；

挑战和机遇。

• 第四章介绍了广岛市和札幌市关于减少粮食浪

访者所属组织在该领域的作用和开展的活动；
（2）期望

费的良好示例。
本章分为六个部分：

的政策支持；
（3）实际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受访的五名利
益相关者皆提供了反馈，但由于部分受访者提供的答案
较为简短，研究人员进一步对他们进行了半结构式的访

1.

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作为循环发展举措；

3.

广岛市的实施策略；

2.

谈，以取得更全面的见解。访谈以开放式问题的形式进
行，询问受访者过去在相关领域所获得的经验。

4.
5.

在第四章日本广岛市和札幌市的案例中，研究人员通过

6.

电话和邮件回复的方式，与市政府官员进行访谈，从而
了解他们在地方层级采取的解决方案和面临的挑战。

日本的减少粮食浪费行动；
札幌市的实施策略；
最佳实践；

挑战和机遇。

• 第五章总结了研究发现和务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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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系统何以需要循环经济举措？
过去几年中，
“循环经济”一词日渐获得政府和企业的青

睐。尽管统一的定义尚未形成，但“循环”的本质被视为
一种系统性方法，旨在通过尽可能延长产品和资源（包

含水、土地、和石油等）的使用时间，减少资源开采和废
弃物的产生。循环的生产实体之间相互协同，将甲单位

的产出作为乙单位的生产原料，或用于支持提升资源利
用效率。
“循环经济”大致可被视作一个以循环方式运行
的可持续生产和消费体系。

循环经济的灵感源自于自然生态系统。在大自然中，一

个生物或其产物可被其他生物利用。能源和营养物质可

获得充分而高效的利用。系统中不存在“废弃物”。循环
经济概念还包含了“实现闭环”和“资源有效利用”的理
念。

粮食行业立足于自然，而粮食系统联系着人类与自然。
粮食持续支持着人类发展，但我们生产和消费粮食的方

式却破坏了相互支持的平衡，因此须趁早构建新的模式
来恢复这种平衡关系。采用循环经济举措正可解决这个
问题。通过实践循环经济举措，我们将有机会恢复和重

建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同时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
室气体排放。我们可以尽可能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并
以有机肥料来提高土地生产力。

粮食系统的循环经济举措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生产和
消费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快速增长中的亚太地区。地方政府处于有利位置，可以

为循环经济转型提供支持。宜可城的这份研究总结了亚太大都市循环粮食系统的
最佳实践，并将有助于促进不同国家的城市政府之间的政策学习。
德国阿登纳基金会（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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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可城的循环发展理论框架

宜可城通过其循环发展路径支持城市的循环经济发展，旨在使城市和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和废弃物脱钩。循环发展提倡

取得公平的资源分配，支持生产性、而非攫取性的新地方经济，从而实现资源交换与避免浪费。在此路径下，地方政府应优
先考虑可持续的废弃物管理，并与商业部门从早期的市场参与到解决方案的实施等各方面进行合作。

在实践中，可根据“循环发展五阶段”
（5Rs）理论框架，通过恢复（Recover）、减量（Reduce）、再利用（Reuse）、再设计

（Redesign）和再生（Regenerate）制定迈向循环城市系统变革的措施和创新方案。

再生：与自然和谐

通过系统创新产生更大影响

仅使用可再生资源，设计与自然
协同的基础设施和生产系统，实
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再设计：为长存和共享而制

采用摒弃掠夺性做法的生产流
程，设计耐用、模块化和可共
享的材料、产品和基础设施。
反思生产和消费系统。

再利用：保持循环
鼓励通过维修和再利用服务，
延长产品和材料的使用期。

减量：资源有效利用
提高工序的清洁度和效率，以
减少生产和消费系统中的资源
投入。

恢复：使废弃物成为历史

分类回收废弃物，以重新使用
材料和营养物质，促进循环利
用，避免废弃物的倾倒、填埋
和燃烧。

通过渐进式创新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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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首尔市的都市农业

图片来源：Neo Brand，Unsplash

坐落在朝鲜半岛中西部地区的韩国首都首尔，市中心居住人口达1,000万人24。首尔市宣布以2012年作为“都市农业元年”
，

为该市的都市农业播下第一颗种子。市政府为此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让首尔的每户家庭都能享受耕作的乐趣、建立紧
密相连的城市社区，并为增加城市绿化做出积极贡献。
首尔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世界都市农业之都。

自那时起，首尔市政府陆续推进了一系列项目和举措。市政府制定了计划，就发展和支持都市农业颁布和实施法令，并与
多方利益相关者开启合作。尽管这些计划的初衷并非奠基于循环经济的理念之上，但都市农业却意外成为了城市更新与
再生（Regenerate）的一种手段，有效减轻了绿色空间不足、自然与人类间的关系断裂、城市粮食系统碎片化和脆弱化等因
城市化所引起的各种症结。

首尔市政府和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努力，获得了相当成功的结果。八年的努力使城市耕作面积扩大了七倍，于2019年增至
202公顷——相当于约300座足球场的大小。
参与都市农业活动的人数也从4,500人激增至64万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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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农业作为循环经济举措

循环经济在保留现用资源的同时，可持续地发展经济、

流的平台，使参与者产生归属感，并为促进生产者与消

社会并保护自然环境。此处的“资源”泛指人力资本、土

费者间的互动创造了机会。

地、空间、社会资本等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材料。都市农

都市农业可通过采用闭环原则和再生措施来提高城市

业是一种高效利用当地资源来振兴地方经济、恢复环境

和区域的资源效率。水培法可使植物在没有土壤的闭环

质量和重建生态系统的循环经济策略。同时，它还具备

水系统中生长。水分和养分的无限循环，使得水培法需

了促进社会公正和公平发展的潜力。

要的水资源少于传统耕作方法。鱼菜共生则是模仿生态

都市农业为消费者提供了获得当地粮食的途径。即使身

系统，将鱼类排泄物中的营养物质用于栽种植物。从食

处城市中心，消费者仍可与生产者建立连结。通过亲身

物残渣中回收养分并将废弃物转化为都市农作所需的

体验和见识粮食生产的过程，可使人们更珍惜粮食和尊

肥料，即可形成养分闭环。在都市农业中，生产者与消费

重自然。城市中耕作空间的增加有助于恢复遭破坏的城

者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任何人（包括城市农业企业和个
人）都可以利用厨余堆肥，在肥沃和健康的土壤中种植

市生态系统，因为植物和作物能吸引昆虫、鸟类和蜜蜂
回到市区。社区农场、屋顶花园和垂直农场提供了新空

蔬菜；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自己的耕作区尽可能延长资源

间，为原本可能遭到丢弃的有机废弃物提供路径重回粮

停留在食物系统中的时间。

食系统中并达成微型生态修复。而市民们则为使都市

农场建立稳定而可持续的产量、重建生态系统等共同目
标，一同付出努力。因此，农场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新的
娱乐和教育机会。

都市农业促使利益相关者重新思考（Rethink）和再设计

（Redesign）城市的硬件基础设施（如道路和土地使用）
和制度（如规划过程）。城市的空间设计往往是为了满足

商业活动和贸易发展。而土地则被用来安置不断增长的
人口。因此，城市拥有越来越多的公寓楼、道路和商业

建筑。但讽刺的是，在土地利用规划中对于农业粮食系
统——人类的基本需求——的考量，却往往让位于传统
的城市基础设施 25，26 。在市中心引入都市农业是一项新

的变革，有利于城市规划者和实践者重新思考人与环境
的相互关系。

此外，都市农业也是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和构建社区的一
种途径。在邻近社区的支持和参与下共同创建出的协作
型耕作区，可为社会中的边缘化群体创造机会。通过在

土地上种植粮食和交换作物，人们可以提升自尊和增强
自信。都市农业和地方美食节可成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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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韩国的都市农业发展

2011年，韩国农业、食品和农村事务部颁布了《关于都市农业培育与支援的法律》
（简称《都市农业法》），为都市农业的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构建自然友好型都市环境，该法强调了都市和农村社区的和谐发展，以及提高都市农业意识的重要
性。

《都市农业法》明确将“都市农业”一词定义为利用城区中的土地、建筑物或其他生活空间从事：
（a）种植或栽培作物；
（b）
种植树木或花卉；
（c）饲养昆虫和蜜蜂等活动。虽然畜牧业在城市地区较罕见，但该定义也表明畜牧业并未包含其中。另

外，该法对于“都市农业参与者”也有独特的定义。都市农业参与者不得在一般市场出售其产品，仅有注册的全职农民可在
市场贩售收成的作物。
此限制旨在保护一般农业。
《都市农业法》将都市耕作分为五个类别，包括：
•
•
•
•

•

住宅区型都市农业：利用住房和公寓楼的内外部、屋顶、阳台、后院等空间从事的农业活动，如：屋顶花园耕作、停

车场耕作、后院和阳台园艺等。

邻近生活圈型都市农业：利用房屋或公寓楼周围的空间进行的农业活动，如：周末耕作、社区耕作等。
市中心型都市农业：利用市中心高楼层商业建筑的内外部、屋顶或其周边土地空间进行的农业活动。
农场型和公园型都市农业。

教育型都市农业：以教学体验和实践为目的，在幼儿园、学校和儿童看护中心等机构进行的农业活动。

Apartment-farm
公寓楼生态农场

- Jugong
Apt.,
Beon 3-dong
- Jugong
公寓楼第三单元

A
Eco

M

M

M

M

M

Regulations and Planning
法规和规划

- Development and Support of Urban Agiculture Act (2011)
-《关于都市农业培育与支援的法律》
（2011）
- Municipal
Ordinance on Development
and
-《首尔市关于都市农业发展与支持的市政条例》
（2012）
Support
of Urban Agriculture (2012)
-《都市农业总体规划》
（2012）
- Urban Agriculture Master Plan (2012)
-《都市农业总体规划3.0》
（2020）
- Urban Agriculture Master Plan 3.0 (2020)

研究与教育工具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struments

- -Seoul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enter
首尔农业技术中心
农场诊所
- -Farm
Clinics

Metro-farm
地铁农场
- Sangdo
- 上道站 stn.
- Dapsimni
- 踏十里站 stn.
- Cheonwang
stn.
- 天旺站
- 乙支路3街站
- Eulgiro
3ga stn.
- 忠正路站
- Chungjeongno
stn.

养分闭环
Closed-Nutrient
Loop

信息和传播工具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struments

- City
Farmers Portal
(2019)
- 城市农民门户网站
（2019）
- Seoul
Urban Agriculture Expo
- 首尔都市农业博览会
- 农夫市集markets
-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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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财政激励举措and Financial Instruments

-- Grants
for participating individuals and
提供给参与个人和团体的补助款项与赠款
organizations

Cooperation
合作与协作 and Collaboration

- Urban
Farming
Division（at
SMG (2012)
- 市政府成立
“都市农业处”
2012）
- Urban
Agriculture Committee
- 都市农业委员会
- Collaboration
with district offices
- 与区政府开展合作
- 政府-企业-社区伙伴关系
- Public-Private-Communities
partne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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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市的实施策略
法规和规划

根据《都市农业法》授权，首尔市政府于2012年出台了《首尔市关于都市农业发展与支持的市政条例》
（简称《首尔市都市农
业条例》）
，为将都市农业的愿景和理念转化为行动提供了地方层面的监管依据。该条例要求执行部门制定全面的实施计
划、成立委员会，并引入都市农业实践者认证方案。

全面的实施计划为地方政府和利益相关方的行动与策略提供了蓝图。为实现首尔市面向2030年的都市农业发展目标，市

政当局在2012年公布了首份《都市农业总体规划》。该总体规划被视为其他涉及都市农业的规划活动（如土地利用规划和

建设规划）的最高指导准则。首尔市市长每五年定期对该总体规划进行更新和审查，追踪进展并提出改进方案。具体而言，
该总体规划包括以下内容：
•

都市农业的现状和前景；

•

都市农业教育和专业人员培训计划；

•
•
•

都市农业发展和支持的目标方向设定；
都市农业技术研究、开发和推广计划；
都市农业促进计划。

2020年，首尔市政府公布了总体规划的第三次更新版本《都市农业总体规划3.0》
，并提出了宏伟的目标，期望在2024年将

城市耕作区总面积提升至240公顷，并使都市农业参与人数增加到100万人。据政府估计，都市农业的发展将新增500个就

业岗位，相关投资额将达2,510亿韩元（约合2亿美元）。同时，市政府也规划培养更多“都市农业经理人”
，为市民提供指导、
培训、咨询和技术转让服务，以支持推广都市农业的相关知识和专门技术。

625,500

632,600

640,000

541,800

365,300
420,500

126,800
200,800

都市农业参与者数

4,500

2011

资料来源：
首尔特别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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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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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the Creative Exchange，Unsplash

财政激励举措
将城市空间转变为农场需要前期投资和运作费用。缺乏资金是让市民却步的一大障碍。为消除这个障碍，首尔市政府与其
辖区内的区级政府联合制定了一项财政激励措施，为市民的都市农业项目提供占前期成本80-100%的补助。任何有意在
屋顶和自有空间尝试实践都市农业的市民均可申请此补助款项。

除了为市民个人提供补助外，首尔市政府还经常邀请社区、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提交项目提案。入围的提案将获得赠款
作为创新项目运作的种子基金。2020年，首尔市政府选出了12个项目，并为每个项目分别提供了1,000万-2,500万韩元（约

合8,800-22,000美元）不等的赠款。虽然金额不高，但这些资金促成了数个有关养分闭环的特色项目。例如，其中一个项目

采用参与式方法，将餐厨废弃物转化为肥料资源，供公寓农场使用；而另一个项目则计划通过开展都市农业实践，来恢复
河流生态系统，拯救萤火虫27。

在韩文语境下，
“都市农民”泛指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从事农务的群体。因此，地方政府提供的主要激励措施以赠款为主。低

利息贷款和其他激励措施则主要用于提供给在首尔市郊从事耕作的全职农民或经认证的农业经理人。例如，经认证的农
业经理人可申请为期三年、年利率为1.5%的低利息贷款，作为尝试新耕作技术的项目资金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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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协作

G&P

政府 - 企业

G&G

政府 - 政府

首尔市政府还与企业密切合作，特别是使用了先进垂直

首尔市政府也与辖区内的区政府密切合作。尽管市政府

尔市政府于2019年携手一家农业公司共同启动了“地铁

划》
，但这两份文件对于区政府官员而言，并不具备法律

耕作技术的企业。为更加善用地铁站内的闲置空间，首

已公布了《首尔市都市农业条例》和《都市农业总体规

农场”项目，在地铁站内设置了地下水培农场种植豆芽

约束力。因此，为能顺利执行相关政策和项目，首尔市政

菜和生菜，并经营咖啡厅，为通勤族提供由该农场种植

府取得了区政府的同意并达成合作关系。截至2020年9

的蔬菜制成的沙拉。
“地铁农场”也为有兴趣深入了解首

月，已有四分之三（25个中的19个）的区政府正式采用了

尔食物系统的家庭和学生提供游览和互动演示服务29。

该条例，并将其内容纳入区级规范中。

图片来源：Elaine Casap，Unsplash

G&C

政府 - 社区

截至2020年，已有包括都市农民协会（Urban Farmers Association）及其在市内各地的附属机构和合作社等约200个都市
耕作社区组织设立且维持良好运作。这些组织是促进和改善都市农业政策得力的合作伙伴。它们最初是由各地志同道合

的都市农业实践者组成的基层组织，但在受到2012年《都市农业总体规划》的鼓舞之后，进一步共同成立了全国性网络“韩

国都市农业公民协会”
（Korea Urban Agriculture Citizens Association）
，期望持续扩大其影响和宣传力。
该协会位于首
尔，每年定期举办公私对话以促进意见交流。

17

第三章 韩国首尔市的都市农业

G
P

C

政府 - 企业 - 社区

首尔市都市农业和循环粮食系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协作和各利益相关方间坚实的伙伴关系。2012年，首尔市政府
在其经济政策室下设立了一个特别部门“都市农业处”
，负责主导都市农业发展事务，并与社区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区政府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各利益相关方都可通过向都市农业处提供反馈意见，从而优化政策和决策。

在《首尔市都市农业条例》框架下设立的都市农业委员会，是有助于促成与强化多利益相关方合作的一项重要机制。委员
会由首尔市议会、大学、都市农业社区组织、环保非政府组织和企业推荐的15名代表组成。
委员会的职责如下：
•

制定和修订《都市农业总体规划》；

•

评估实施结果；

•
•
•

制定中长期战略；

研究并开发都市农业技术；
推广都市农业。

委员会由首尔市政府经济政策室室长担任主席。
委员会会议期间所有的对话和讨论皆由代表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
为检验创新资源效率措施的效果，首尔还试行了公私社区伙伴关系。首尔市政府与25个区政府，以及韩国土地住房公社

（LH）共同启动了住宅区的“公寓农场”试点项目，利用回收雨水浇灌都市农场中的蔬果生菜作物，并将堆肥作为有机肥

料。为就近且合理地使用来自家庭的食物残渣等资源，首尔市政府与LH公社共同出资安装了堆肥设施。该试点项目为住户
提供了相互协作彼此联系30和就近耕作以缩短食物里程和资源周期的独特机会31，32。

图片来源：Macau Photo Agency，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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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传播工具
善于传播相关信息，并与利益相关方保持良好沟通对都市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2019年，首尔市政府推出了“城市农民门

户网站”
（City Farmers Portal）
，为社区农民和实践者提供技术援助。
该网站展示了都市农民的成功案例，以及他们为都市
农业所做的准备工作。该网站同时也是一个一站式中心，供实践者查找关于有机肥料和土壤质量提升的资讯，并通过网站
上的在线讨论区和课程进行经验和知识交流。

为推广都市农业，政府和利益相关方每年都会举办首尔都市农业博览会。首尔都市农业博览是一项国际盛事，聚集来自世
界各地的都市农民，为首尔的都市农民提供了学习国际经验和交流想法的机会。博览会旨在传递一条信息：都市农业是具

有包容性的，每一位市民都能参与。它是能够改变目前不可持续、追求速食和线性的城市粮食系统的一种方法。通过市民
共同分享，可以同时带来生产、改善心理健康和增强社区团结等多元利益。

农夫市集是展示新鲜农产品的一种方法。首尔市政府与各类协会和都市农民协作，定期在城市周边组织农夫市集。市政府
将若干地区指定为市集的举办场地。在秋季周末，都市农民和小规模个体经营的农民会带着产品前来农夫市集销售，并与
消费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农夫作为生产者可亲自说明推介他们种植作物的方式，而消费者则可获得第一手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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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教育
隶属于市政府的首尔农业技术中心（Seoul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enter）为都市耕作的发展提供知识和技术支持。
中

心不仅可针对植物种类、最佳生长环境和植物病害治疗提供知识和建议，还设立了专家库为对农业感兴趣的市民提供课
程讲座。
课程结束后，市民也可获得相应证书，在提升能力成为专家的同时，继续协助中心推广都市农业工作。

2020年，该中心推出了（1）鱼菜共生资源循环计划和（2）治疗型耕作计划两个特别讲座。
其中，鱼菜共生资源循环计划设立
了试点，供参与者接触鱼菜共生，学习资源循环的相关知识；而治疗型耕作计划则是为精神科医生以及医院和护理院职员
提供的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如何将闲置空间转变为农场和花园，以及协助少数和弱势群体参与等实用信息33。

首尔市政府也欢迎市民和社区就创新举措试点项目进行提案，并由首尔农业技术中心提供相关的培训和技术支持。自
2013年起，当局也致力于在城市粮食系统中尝试实现将废弃物转化为资源的理念。社区农场、屋顶农场和校园农场的实践

者陆续提交了有关构建当地养分闭环的提案，并通过参加首尔农业技术中心开设的培训课程，逐渐熟悉有关废弃物变资
源的过程和堆肥知识34。

此外，市政府也自2017年起开始资助“农场诊所”项目，在各区设立“帮助诊所”
（Help Clinic）
，为农民就种植蔬果作物过程
中可能面临的问题，提供咨询服务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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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过去十年来，首尔市一直致力于推动使都市农业成为连接社会与生态系统的工具。都市耕作区块以稳定的速度持续增长。
但随着都市农业近年来逐步进入平稳期，为进一步加速其扩张，更多创新实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Jugong公寓楼的循环生态农场
Jugong公寓楼是由韩国土地住宅公社（LH）建造和运营

另外，LH公社也安装了能够将家庭餐厨垃圾转化成肥料

户皆已在此居住三十余年35，彼此相互熟悉，关系密切。

垃圾中分离出来的功能。约有80%的固体餐厨垃圾可在

的设备。堆肥设备具有将液体（包括油和水）从固体餐厨

的社会住宅。第一批租户于1990年代入住，而大部分租

机器中进行堆肥，出水则排入废水处理厂。餐厨垃圾经

首尔市政府根据土地的高可用性、住户结构和资源闭环

机器处理后就地转化为栽培农场作物的现成肥料37。

的可行性，于2018年选择了该公寓楼的第三单元作为循

环生态农场试点36。LH公社和住户在短时间内便举行了

循环生态农场于2018年6月启动，同年11月迎来首次收

效益展开对话。
住户对新试点展现了浓厚的兴趣。

目给社区发展和老年人心理健康带来了益处。这种循环

成。参与家庭对此次试点给与了积极的反馈，表示该项

协商会议，就施工对住宅区的潜在影响和项目可创造的

模式为利用城市环境中最宝贵的资源——雨水和营养物

为避免对建筑结构产生负面影响，LH公社和住户达成协

质——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方案。试点项目的成功也增强

议，选择将公寓旁约330平方米的闲置土地改造成循环

了首尔市政府和LH公社将类似的项目推广到其他公寓

生态农场，并在公寓楼安装管道，将自屋顶收集而来的

楼的信心。

雨水导入20吨容量的新建地下蓄水池。回收的雨水则用
于浇灌农场种植的蔬果。

图片来源：cityfarmer.seoul.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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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上道站的智慧地铁农场

首尔市虽会将地铁站空间出租给中小型商家，但这些空间往往处于闲置状态，因而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地铁上道

（Sangdo）站的公私合营智慧地铁农场通过将都市耕作引入这些闲置空间，实现了善用城市资源的目的。

为探索不同形式的都市农业实践，首尔市政府发起了将地铁上道站内的闲置空间改造成地下水培垂直农场的示范性项
目。
市政府与高科技农业企业 Farm8 建立了公私合营伙伴关系，由 Farm8 负责经营地铁农场，并每月向首尔市地铁公司

支付场地租赁费38。

智慧地铁农场内安装了特殊的LED照明、水培种植托盘，以及监测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水平和光照时间的智能控制设备。
这也促成了电信公司和农业企业间的跨行业合作——电信公司利用该农场来测试传感软件和创新区块链技术39。
高科技水

培技术被视为是当前因人口老化、土壤肥力下降和气候变化而萎缩的韩国农业的一盏明灯。上道站的地铁农场每天生产

约27.9公斤的绿色蔬菜。与土培生长期50天相比，生菜在水培系统中的生长时间更短：从播种到收获只需约38天，为首尔
市发展都市耕作提供了一个更快速、更便利的新选择。

然而，水培仍是相对新颖的耕种方式，因此必须提高大众意识，以获得认可。而为避免水培技术和传统耕作之间的竞争造
成当地农民忧虑，地铁农场主要种植欧洲生菜，从而与当地以传统土培方式种植的生菜产生区别。地铁农场种植的蔬菜用
于制作咖啡店出售的沙拉和三明治，为通勤族提供了一个在路上购买在市中心种植的绿色蔬菜的选择。这样的实践不仅

缩短了食物里程，更省下了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能源消耗。另外，农场还可吸收地铁站内二氧化碳并产生氧气。理论上，这
将有助于提升车站内的通风率和空气质量，但这个推论仍需更多数据支持佐证。

为了探索创新的都市耕作模式，首尔市政府计划于2020-2021年另在其他至少四个地铁站开展类似的室内水培技术项目。
可预期的是，未来将有更多智慧农场和多样化的商业模式在首尔市蓬勃发展，让城市资源得以被更好地获取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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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和机遇

挑战 1. 在城市中心释出更多空间

市政当局和利益相关者皆已意识到市中心的闲置屋顶

首尔市政府已计划将公演场地、体育和宗教设施等多用

市提供了通过最短路径形成养分闭环的机会。将闲置的

住宅和商业楼的屋顶空间也不应忽视。

途设施的闲置屋顶改造为都市花园。但除了公共设施，

和零散土地的潜力尚未被完全开发。这些闲置空间为城
屋顶和土地改造成都市农场，并以厨余废弃物堆肥为土

建筑物业主虽知道闲置屋顶是空间资源的浪费，但过高

壤提高肥力和促进植物生长，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缩短

的改造费用使他们却步不前。特别是出于安全考虑，改

食物里程，为人类与自然构建密切而和谐的关系。将闲

造时可能还需加强建筑物的整体结构。因此，若要将屋

置屋顶改造成都市农场还可带来减缓气候变化和改善

顶农场改造成极为完善的闭环系统——包含回收利用建

空气污染的协同效益。另外，更有数据表明，带有绿色屋

筑物排放的灰水、居民的食物残渣和有机废弃物——可

顶的建筑物夏季用电量较低。

能将是更为复杂、要价更高的改造工程。

图片来源：nrd，Unsplash

挑战 2. 将市场经济纳入都市农业实践
根据《都市农业法》的定义，都市农业仅限于休闲和教育

现行法规不允许都市农民以盈利为目的贩售收成作物，

来定义都市农业活动。这个区别旨在缓解职业农民对于

性。若实践者有意通过贩售作物来实现屋顶农场项目在

排除了在首尔市发展都市农业商业化模式的任何可能

目的。意即，在地理位置之外，该法也根据项目的盈利性

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就必须注册成为职业农民。然而，注

竞争的焦虑——更多都市农民在政府支持下从事耕作并

册的流程相当繁琐，因为申请人须符合特定标准才可获

出售产品，将损害传统农民的经济利益。这些定义和考

得职业农民的资格。这些复杂性阻碍了新的实践者和业

量可能会限制首尔都市农业的未来发展。

余爱好者尝试都市农业这种创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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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 1. 制定创新财政激励措施，鼓励更多试验
为了利用更多的都市耕作空间，税收减免可能是一项有吸引力的财政激励措施。首尔市政府可全权决定税务减免的项目。
目前，文化设施、公园和其他具有公益性的活动皆包含在免税范围中40。考虑到都市农业的环境、社会等多重效益，未来可
考虑将闲置空间改造成农场的房产所有者纳入减税范围内。

另一种激励措施是，建立一个重点支持市中心新型都市农业活动的低利息贷款机制——特别是针对在商业建筑及其周围
扩大农场规模的项目。以低利率贷款协助支付结构改造和相关材料的费用与劳动成本，将有助于激励业主进行投资。首尔

市政府有权推出低利贷款产品。例如，首尔市政府为建筑节能改造项目提供年利率为0.9%的八年期贷款，足以覆盖建筑改
造的所有费用。
市政当局可考虑将类似的贷款模式套用于推广都市农业和循环粮食系统。

机遇 2. 引入土地银行计划，利用问题财产
政府可考虑建立土地银行计划，由（半）政府实体或非营利公司负责运作，以释放废弃、无人认领和遭法院强制执行扣押的
财产和空间，用于发展都市农业。这些空间多半是废弃铁路、地下区域或连私企都不愿开发的零散地块。项目可通过重点
收购问题地产，并将其转用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其中，运作土地银行计划的机构将被授予特殊权力，可通过特定程序低价
或免费获得地产。
该机构可按优惠条款出租或出售获得的土地，将所得收入投用于都市农业项目。

关键的成功因素包括：
（1）土地银行计划与扣押程序之间紧密相连；
（2）高度契合地方土地规划；
（3）住户和利益相关者的
参与。该计划不仅需要稳定的投资，还需要政府对第一步工作——调查问题财产并建立信息透明的数据库——提供有力的
政治支持。

机遇 3. 为都市农业实践者提供实用的工具包
将循环理念与都市农业结合实践需要大量知识。例如，要将有机废弃物成功转变为肥料，必须仔细控制温度和微生物量，
而肥料的施用也应适时适量。
都市农业和循环耕作的实践者需兼具耐心和专业知识。

首尔现有的知识中心“城市农民门户网站”
，已为信息传播提供了良好基础。若能开发出更多有关城市循环经济耕作的实
用工具包和指南，将可为实践者提供更多支持。工具包的内容可包括都市农民在初期接触都市循环耕作时需要考虑的操

作要素；而指南则可为初学者提供相关技术和资金支持的详细信息，并逐步介绍将废弃物转化为都市农场资源的方法和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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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 4. 加强与职业农民的沟通和接触
上文中关于都市农业的严格定义在都市农民和职业农民之间筑起了一堵墙。职业性农业是“利润驱动、产量驱动”的行业，
其价值取决于有形产品；而都市农业则被定义为考虑人类和环境的活动，其价值是无形的41。这种分类方法可能不仅无法

鼓励更多有创意的试点计划来为现有的线性城市粮食系统带来变革，反而可能会扩大两个群体之间的分歧和冲突。

通过增加与职业农民的接触，并为他们提供从事都市农业的机会，市政当局可以消减他们对都市农业的怀疑态度。鉴于首
尔城郊地区有32.5万名职业农民（占全国总数的12.3%）
，他们丰富的种植和土壤养分管理知识可以成为促进“职业-都市

农民合作”
，以及在城市中推广耕作活动的宝贵资产。这将有助于消除都市农民和职业农民间基于获利与否的区分，从而
催生更多创新商业模式和理念。

政府内部的跨部门协作和沟通会是个很好的起点。都市和市郊农业与城市的高层政策和议程——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

可持续粮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循环粮食系统可成为支持城市和市郊实现可持续目标的促进因素。随着更多整合
举措在政府中获得实践和检验，迈向循环发展之路仍有巨大的潜力。

机遇 5. 在新冠疫情警报中重新构建食物系统
新冠疫情虽给全球食品供应链带来了冲击，但也可能为都市农业带来变革。越来越多韩国人开始关心他们的食物来源42。

保持社交距离和连续性的封锁措施减少了市民的户外休闲活动，影响了他们心理健康。而屋顶耕作和都市农业将成为应
对心理疾病和脆弱食物系统的一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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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本广岛市和札幌市的粮食浪费减少

日本广岛市和札幌市
的粮食浪费*减少

*不同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依照发生时间节点，对“粮食损失：因食品供应链
上供应商的决策和行动导致的粮食质量或数量下降”和“粮食浪费：因零售商、食

品服务商和消费者的决定和行动导致的食品质量或数量下降”的定义有所区分，
日本将“粮食损失”
（Food Loss）定义为“仍可食用但被丢弃的食物”。
因此，在日

文语境下，粮食损失既可能发生在食品供应链的生产和配送环节，也可能发生在
零售商、食品供应和消费环节。
为避免造成混淆，本章节依照中文语境，将发生于
食品供应链端和消费者端的“Fodd Loss”分别译为“粮食损失”和“粮食浪费”。

图片来源：Jakub Dziubak，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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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年的努力，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已成为日本的一种社会规范。为提高雄心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日本社会以2030
年为目标，期望将家庭粮食浪费量减少至2000年的50%，并鼓励政府机关、企业和个人探索实现该目标的方法。在无废和
循环经济方面，广岛市和札幌市领跑于其他城市。
本章重点阐述了广岛市和札幌市所采用的实践方法。
广岛市位于广岛县西部，四周环绕着中国山地（Chugoku

Sanchi）
，南邻濑户内海。
这些地理特征使该市享有优美的自然

环境和温和宜人的气候。
自太田川涌出的六条河流流入市中心，更让广岛市获得了“水城”的别名。

长久以来，制造业为广岛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不过，近年来，服务业逐渐成为该地区就业人数最多的主导产业。
另外，广岛市也在该地区的政治、工业和经济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广岛市一直倡导包括餐厨垃圾在内的废弃物减量和管理。该市的废弃物量曾是日本12个指定都市中最少的，但由于2014
年大规模滑坡带来的灾害废弃物等原因，近年来废弃物总量略有上升。该市在2015年强化了废弃物减量政策，统计数据

显示，厨余垃圾占该市一般可燃废弃物总量的近37.2%，其中包括食物残渣（29%）、剩饭剩菜（4.5%）和原封未动的食物

（3.8%）。
因此，市政当局很快就将减少食物浪费的政策摆在了优先地位。

札幌市是北海道首府及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札幌市下设10个分区，是日本人口第四多的城市。虽然人口众多，但由于

该市范围内有60%为山地和丘陵，仍享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冬季气候严寒，降雪量大，但夏季相对舒适，湿度也低于日本其
他地区。

根据2016年经济普查的结果显示，以公司和就职人员数量来看，零售业、酒店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务和医疗业等服务业是
札幌市的核心产业。
近年来，札幌市的经济略有萎缩，但由于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经济增长仍保持了良好势头。

札幌市因在环境保护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领导力而闻名。该市制定了创建环境友好型、物质健全的循环型社会的明确目

标，期望在2027年将全市废弃物量减至日本12个指定都市中的最低水平。粮食浪费被视为是影响该市能否实现该目标的
一项关键因素。

挑战在于以循环经济的方式，

使粮食的生产、消费和处置达成协同作用。
宜可城日本办公室主任 内田東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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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作为循环经济举措

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是保护已有成果、保留营养物质和经济价值的一项循环经济举措。人类利用土地和水来生产粮食。丢

弃食物等同于丢弃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所有资源。此外，减少粮食损失金和浪费将（在一定程度上）从根本解决城市温室

气体排放的问题。当食物被丢弃时，也浪费了收成、运送和包装过程中使用的所有能源。若丢弃的食物被送往填埋场，还将
产生最强的温室气体——甲烷。
因此，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举办减少粮食损失的活动可以加强社区交流。例如，通过开设工作坊和举办经验分享活动，同一社区的家庭可以彼此分享
减少食物浪费的小技巧，而面临相似困境的家庭也可共寻解决方案，一起探索蔬菜储存和保鲜的最佳方法。通过举办使用
临保质期食品和外形欠佳蔬菜的社区烹饪展示活动，居民可以邀请邻里品尝菜肴，并就如何安排料理份量等话题展开交
流。
如果某个家庭烹饪的食物过多，还可分享给左邻右舍。

减少粮食浪费也为城市和地区创造新商机。例如，餐馆可能因高估顾客量，预备过多食材。但为了避免丢弃食物，餐馆业者
正在建立了解需求者和供应商信息的虚拟平台。顾客可以合理的价格买下餐馆多余的食物，而餐馆也可将美食售出，从而
避免浪费。
顾客还可选择按月订购服务，以更低的价格获得优质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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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日本的减少粮食浪费运动

日本2017年的粮食损失和浪费量估计达612万吨，相当于每人平均丢弃了约48千克的粮食，其中有46%（284万吨）来自家

庭，而其余的54%（328万吨）则来自企业。这是日本政府自2012年起定期发布的历年统计数据中，粮食损失和浪费量最低
的一年。
但该数字仍高达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年度粮食援助量的1.6倍。

日本政府制定了到2030年将粮食损失和浪费量减半（相比2000年）的目标，其中，家庭和企业的粮食浪费和损失量分别被

设定为216万吨和273万吨。
按热量供应计算，日本的低粮食自给率（目前约为37%）
，使得当局将粮食安全列为优先考虑事
项。
近年来，粮食安全一直是日本政府制定粮食损失和浪费相关法规时关键的驱动因素。

减少废弃物的相关法规与政策

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政策由废弃物减量行动演变而来。过去数十年来，日本在城市废弃物减量和提高资源生产力方面取

得了显著的成果。这归功于2000年颁布的《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的顺利实施。该法通过提高资源循环效率，有效结
合废弃物和资源管理。政府旨在尽可能减少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消耗，将废弃物转变为有价值的材料，包括使用安全的有
机废弃物取代仰赖进口的牲畜饲料。
政府的最终目标是由“生产-消费-废弃”的线性模式，转向循环系统。

日本关于废弃物管理的立法可追溯至20世纪初日本迈向城市化之时。立法框架明确了地方政府在维护和改善卫生环境、
提高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和职责。
1960、70年代伴随经济快速增长而来的污染问题，使得环境保护成为了政策重点。
不过，
当时的废弃物管理工作仅旨在减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防止对人类生活造成不利影响。1973年的石油冲击重创了日本经
济和社会，为其仰赖原材料进口的问题敲醒了警钟，促使日本社会对材料生产和使用方式的思考。

随着全球供应链的规模和复杂性增加，日本制造公司发现了新的竞争优势：提高物质生产力和尽可能减少对自然资源的

依赖。因此，环境管理和提倡“抑制生产（Reduce）-重复使用（Reuse）-回收再利用（Recycle）”的“3R原则”被视为日本经济
政策的一部分。20世纪初，日本颁布了若干促进回收利用的法律和规范，为《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的出台奠下基
础。

《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有两个基础：
《废弃物处理法》和《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通过将废弃物管理和资源有效利
用主流化，日本在保护人民健康的同时，也在回收利用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功。

健全的物质循环型社会

健全的物质循环型社会指“通过防止或减少废弃物产生、促进产品循环使用，以及确保未被循环使用的可循环资
源获得适当处置，从而建设最大限度节约自然资源消耗并减少环境负荷的社会”。
《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第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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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废弃物管理相关法规发展史
城市化的开端

由地方政府负责废弃物管理工作

《污物扫除法》
（1900）

1900

1950

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显著

废弃物管理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部分

废弃物管理作为环境卫生管理措施的一部分
维护环境卫生

《公共清扫法》
（1954）

1960

工业废弃物：
由废弃物制造者负责

1970

《关于完善和建设环境设施（废弃物和废水
（1963）
处理厂）的应急措施法》

改善废弃物处理

《废弃物处理与清扫法（WMPC）》
（1970）
《WMPC法修正案》
（1976）

1980

与废弃物管理有关的环境保护措施

《广域临海环境治理中心法》
（1981）
《净化槽法》
（1983）

1990

减量和再利用理念

针对包括二恶英在内的有害物质开发各种
回收利用系统应对措施

根据废弃物的种类和性质，引入适宜的废弃
物处理系统
提倡“3R原则”
，以构建健全的物质循环型社
会
加强工业废弃物处理系统

《WMPC法修正案》
（1991）

《指定工业废弃物处置设施改进法》
（1992）

2000

《环境基本法》
（1993）
《容器包装再生利用法》
（1995）

加强非法处置的应对措施

《WMPC法修正案》
（1997）

加强灾害废弃物的应对措施

《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
（1998）
《二恶英控制法》
（1999）

《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
（2000）
《建筑材料再生利用法》
（2000）
《食品再生利用法》
（2000）

《PCB废弃物特别措施法》
（2001）

《容器包装再生利用法修正案》
（2006）
《小型家电再生利用法》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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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损失和浪费受到关注

根据上文中构建健全的物质循环型社会的原则，日本按照建筑材料、家用电器、容器和包装，以及本手册的重点内容“粮
食”等产品特点，分别制定了具体的回收利用专项法。

《食品再生利用法》的顺利实施提高了餐厨垃圾的能源回收率，也减轻了垃圾填埋场的处理压力。2010年，食品行业平均
减少、再利用和回收了82%的餐厨垃圾。约62%的回收餐厨垃圾经加工制成新产品，其中，76%用于牲畜饲料、17%用于肥

料，而其余的7%则被制成了燃料、甲烷等其他产品。虽然《食品再生利用法》使得餐厨垃圾回收行业大幅增加，但餐厨废弃
物量仍与1990年代相差无几。
食品回收的政策和行动显然并未有效减少餐厨垃圾量——问题的根源仍未获得改善。

日本高度仰赖进口粮食的事实，以及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主流议题的趋势，使人们在担心日本粮食安全的同时，也开始关
注大量粮食损失和浪费所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
政策制定者和政界人士逐渐注意到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的严重性。

2019年，日本出台了《减少食物浪费促进法案》
，并于隔年通过了《关于促进减少食物浪费的基本方针》。该法案以2030年
为目标，期望将供应链中的食物损失和浪费量减至2000年的一半。
企业和家庭均被视为实现该目标的关键群体。

由于食物损失是一个跨领域的问题，因此《减少食物浪费促进法案》为不同部委提供了相互协调和协作的机会。在牵头

部门日本消费者厅（CCA）的支持下，至少有文部科学省（MEXT）、厚生劳动省（MHLW）、农林水产省（MAFF）、经济产业省

（METI）和环境省（MoE）等五个部委全面投入参与解决食物损失问题的工作。

日本内阁府成立了“食物浪费削减推进协会”
，由主管消费者事务和食品安全的国务大臣（日本消费者厅厅长）担任主席。
协会是负责根据2019年《减少食物浪费促进法案》制定基本方针的高层机构，由各部委负责人，以及来自行业团体、非政府
组织或非盈利组织、地方政府和学术界的利益相关方共同组成。

协会成员参与了内阁对政策草案进行的讨论，并对该草案在2020年3月的通过做出了贡献。自那时起，相关部委展示了在
其职责范围内推进《关于促进减少食物浪费的基本方针》的领导力，并共同发起了相关倡议活动。部委通过例行会议分享
进展情况，确保有效协调致力于减少食物浪费的各种举措。

这些部委在近期的减少食物浪费政策和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环境省推出的“食物浪费门户网站”
，为消费者、企
业和地方政府提供有用的信息和工具。
网站访客可查寻有关减少食物浪费的实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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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在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中的作用
日本的粮食损失和浪费总量中有54%来自于企业，而其

管企业供应链管理和资源效率管理等主要政策由中央

杂。在商业活动中，食品被丢弃的原因包括不符合规格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日本《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第

部委牵头实施，地方政府仍在宣传、推广和信息传播方

余的46%则来自于家庭。粮食损失和浪费的成因多元复

四次基本计划》
（2018年）提出了食物浪费与可持续发展

或标准（如缺陷产品），或未在特定时间内售出。而在家

目标之间的相关性，部分地方政府还将减少食物浪费议

庭方面，缺乏食物储备和管理知识则是其中一项原因。

程与地方可持续发展目标政策结合起来。

在《减少食物浪费促进法案》实施前，地方政府主要从废
弃物管理的角度来考量和制定削减食物浪费政策和措

更具体来说，地方政府在该法案下承担着（1）通过开展

本消费者厅统计，日本的47个都道府县和20个指定都市

升活动和其他手段，促进减少食物浪费等职责。自食物

调查和研究，了解食物浪费的现状，以及（2）通过意识提

施，并已采取了相关措施和政策来削减食物浪费。据日

浪费削减推进协会成立和《减少食物浪费促进法案》生

（主要城市），以及其余1,700个地方政府中的58%皆表

效以来，地方政府一直在准备优化政策和相关项目，以

示，他们持续在推动减少食物浪费的相关活动。这些城

及更好地解决食物浪费问题。这种强有力的承诺在一定

市举办了意识提升活动、与食物银行接洽，并开展定期

程度上归功于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协会的工作。

调查，以了解食物浪费的情况。

地方政府携手合作，可有效减少食物浪费。超过420都道

尽管不是强制性措施，地方政府倾向制定在地方层面促

い食べきり運動ネットワーク協議会）。该网络促进了旨

显示，59个地方政府计划将在2020财年结束前制定地方

进减少食物浪费的计划。日本消费者厅的一项调查结果

府县积极参与“全国光盘行动网络”
（日语：全国おいし

性计划，而另外还有74个地方政府表示规划在2021年后

在达成减少食物浪费的政府间合作和公私伙伴关系。自

制定计划。

2014年起，在各部委的支持下，该网络和成员已在全国
各地组织了四次“全国食物浪费减少大会”。

2019年《减少食物浪费促进法案》的实行传递了一个信

息：食物浪费问题不再仅是一个与废弃物有关的问题。
它具有复杂性，且关系到资源、环境管理和社会治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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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市

由于粮食损失和浪费发生在食品供应链上的企
业和每一间厨房里，广岛市政府主要侧重于和
不同利益相关方合作，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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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市的实施策略
法规和规划

十多年来，广岛市一直致力于减少废弃物，以及粮食损

3.

审查并调整废弃物分类系统和垃圾收运系统；

理基本计划》
（以下简称《基本计划》），而该计划的成功

5.

促进广岛市发展成为一个干净的无废城市。

失和浪费。该市于2015年制定了《广岛市一般废弃物管

4.

实施使广岛市成为日本12个指定都市中废弃物量最少

《基本计划》体现了“3R原则”
（抑制生产-重复使用-回

的城市。

收再利用），并特别强调了“抑制生产”的重要性。2015

2015年，广岛市对《基本计划》作出修订，旨在改善废弃

年版的《基本计划》提出了面向2019和2024年减少废弃

物管理系统，使其在未来十年内更具可持续性和抵抗灾

物量的中长期量化目标。与基准年2013年的859克水平

难的韧性。更新版的《基本计划》与包括实现健全的物质

相比，人均日产生的废弃物量将在2024年前下降至785

循环型社会的国家法规和战略、广岛县的废弃物管理计

克。这相当于减少3.5万吨废弃物的产生。在上述废弃物

划和广岛市的环境计划等不同层级的政策和规划保持

减少目标的框架下，由于厨余垃圾占全市一般可燃废弃

了一致。

物总量的三分之一，使广岛市格外重视食物浪费问题。

呼应《减少食物浪费促进法案》和《关于促进减少食物浪

呼应广岛市零排放的宏伟愿景，2015年版的《基本计划》

费的基本方针》
，广岛市正在重新审查其《一般废弃物管

确定了五个优先事项：
1.

与市民和公私部门合作，共同促进废弃物减量

2.

确保废弃物管理系统的合适性和稳定性；

降低废弃物管理成本；

理基本计划》内容，并计划将国家政策高效且有效地纳
入其地方战略中。

和回收再利用；

2013
基准年

2019

中期目标

人日均废弃物产生量
年度废弃物处理量
年度废弃物焚烧量

895 克

30.7 万吨
5.6 万吨

人日均废弃物产生量
年度废弃物处理量
年度废弃物焚烧量

2024

长期目标

826
826
克g

29.8 万吨
298,000
ton

4.9 万吨
49,000
ton

人日均废弃物产生量
年度废弃物处理量
年度废弃物焚烧量

785 克

28.5 万吨
4 万吨

单位：
年度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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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协作
自2002年以来，广岛市政府持续与不同利益相关方开展合作。
起初，合作的内容主要聚焦于减少塑料废弃物，但很快便扩展
到涵盖粮食浪费议题。

2002年，市政府办公室、民间组织和零售商联合成立了“推
广 可 重 复 使 用 购 物 袋 执 行 委 员 会 ”，旨 在 减 少 塑 料 袋 的 使

用。2016年，餐馆和酒店企业协会加入，成为委员会成员。随

后，委员会将其活动扩展到整体废弃物减量，并更名为“废弃

物减少和回收利用执行委员会”。直至今日，委员会依然在广
岛市环境政策的规划和实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例如，2017年发起的“微笑！广岛运动”即证明了委员会的重要
性。为提倡在商业活动中减少粮食浪费，委员会呼吁全市餐馆

和酒店注册成为“光盘行动合作商家”
，建议餐馆和酒店推出
小份量菜单、接受顾客打包剩饭剩菜的要求，并鼓励市民适量

“微笑！广岛运动”减少粮食浪费合作商家标志

图片来源：广岛市政府网站

点菜或打包剩余的菜品。过去，由于考量食物中毒的风险，在
此倡议推出之前的日本社会并不允许顾客打包剩饭剩菜，但“
微笑！广岛运动”获得了业界的支持。截至2020年，广岛市已有
264家餐馆和酒店注册成为合作商家。

委员会还鼓励市内的食品零售商注册成为“减少粮食浪费合作

商家”
，建议食品零售店推出称重销售方案，开发小包装食品，
并通过食品回收设施回收餐厨垃圾。
光顾这些店家的消费者可

以购买适量的食品并学习正确的食品保鲜技巧。截至2020年，
已有155家食品零售店注册成为合作商家。

“微笑！广岛运动”光盘行动合作商家标志

图片来源：广岛市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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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传播工具
广岛市善于利用简单的图文来传达易于理解的信息，鼓
励市民和企业采取行动。广岛市政府为有意成为“光盘

行动合作商家”的餐馆和酒店提供了一份包含9项行动
建议的综合行动清单43。餐馆和酒店必须执行其中至少3

项行动，才能注册成为合作商家。对于有意成为“减少粮
食浪费合作商家”的食品零售店，市政府则提供了一份

列有12项行动的清单，而注册的零售店同样必须遵守其
中至少3项。这两份清单为企业提供了指引，以检视当前
的实践并探索更多减少粮食浪费的方法。

在广岛市政府官网上，民众可以查询到详细的冰箱食物

“生态烹饪”倡导市民妥善管理存粮

管理技巧，以避免因疏忽导致的食物浪费。据统计，厨余

图片来源：广岛市政府网站

垃圾占一般可燃废弃物总量的37.2%，其中包括食物残

渣（29%）、剩饭剩菜（4.5%）和原封未动的食物（3.8%）。
若民众能善用冰箱食物管理技巧，就能避免丢弃剩饭剩
菜和原封未动的食物。

另外，市政府还携手广岛市注册营养师协会和广岛文教
大学，共同倡导“生态烹饪”的理念。
“生态烹饪”指的是
在选购、烹饪和食用食物的过程中，考虑环保与生态因

素，贯彻减少浪费的理念。市政府还举办了烹饪活动，展

示生态烹饪的理念与实践，并教导市民如何充分利用购
买的时令食品，以减少食物残渣。此外，广岛文教大学学

生还编撰了生态烹饪食谱，上传至生态烹饪网页供民众
下载。

作为“微笑！广岛”运动的系列活动之一，
“废弃物减少

日”在信息传播和意识提升方面最具影响力。每月1日
是广岛市的“废弃物减少日”。这一天，广岛市内的各个
超市会举办促销和宣传活动，由志愿者和社会组织工作
者在收银台旁设立摊位，向顾客询问他们的食品消费模
式。这是一个提升市民对减少食物浪费的意识和行动参
与度的机会。通过每月定期举办类似活动，市民可以不

广岛女学员大学师生编撰的食品储备管理和料理手册

断接收有关减少食物浪费的信息，并激发想要进一步了

图片来源：广岛市政府网站

解的好奇心。在这一天，社会组织也会进行消费者行为

调查。相关调查数据为市政府制定政策和战略提供了有
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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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女学院大学学生分享减少粮食浪费的诀窍
图片来源：广岛市政府网站

研究和教育
广岛市政府定期与废弃物减少和回收利用执行委员会、

大学的青年学子也积极发挥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创造力

业调查和分析结果。

水和粮食，但若缺乏适当管理技巧，这些存粮很容易在

市民代表、企业和政府官员分享地方社会组织进行的专

来减少粮食浪费。日本的每户家庭都会储备应对灾难的
不经意间就超出保存期限。因此，广岛女学院大学师生

例如，广岛市消费者协会针对企业和家庭中的食物浪费

与广岛市环境局合作，共同将有关家庭应急食品储备管

情况开展了一项研究，探究丢弃食物的原因，以及为减

理和粮食浪费减少的方法编撰成册。市环境局还与当地

少粮食浪费而做的努力。该研究也对家庭和企业进行访

的其他三所大学合作编写了能够防止营养流失和延长

谈，以了解他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食物储存期的食谱。

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32%的受访者会丢弃超出最佳
食用期限的食品；而48%的受访者则表示会通过五感来
检查食品状态，再决定是否丢弃。另外，55%的受访者深

信食物浪费的主要来源是餐馆和便利店，但也有14%的

受访者认为家庭厨房才是粮食浪费主要发生的场所 44 。

这些具体的地方数据有助于广岛市政府制定相关政策
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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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市

札幌市政府密切与民间社会组织与媒体合
作，在信息传播和提高市民对粮食浪费的认
知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图片来源：Sen Lee Isa，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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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市的实施策略
法规和规划

札幌市将环境保护和清洁能源视为政策重点。在此背景下，该市于2008年出台了总体废弃物管理计划“减废城市札幌”
，旨

在推动构建环境友好型、健全的物质循环型社会。计划实施期间，札幌市对废弃物类别作出修订，并引入了新的分类系统，
成功减少了废弃物总量：2011年该市关闭了四家废弃物处理厂中的其中一家。

为加速减少废弃物量的进程，札幌市于2018年更新了“减废城市札幌”废弃物管理计划。该管理计划符合全球和国家关于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政策议程，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日本构建健全的物质循环型社会的愿景，以及札幌市的基本环
境计划。

2018年“减废城市札幌”废弃物管理计划强调了“3R原则”
（抑制生产-重复使用-回收再利用）
，并特别着重于抑制生产和重

复使用。札幌市的目标是在2027年前将人均日产生的城市废弃物量减至100克，争取于2027年达到日本12个指定都市中
废弃物产生量的最低水平。
因此，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进行宣传与合作对实现上述目标至关重要。

在减废方面，削减食物浪费被认为是决定札幌市能否实现其雄心目标的重要因素。根据该市2016年统计数据，食物浪费占
家庭厨余垃圾的20%。
相当于每人每日丢弃了27克粮食。
这惊人的数据促生了各种倡导减少食物浪费的活动和计划。
札幌市已承诺将根据《减少食物浪费促进法案》制定减少粮食浪费地方计划，预计于2021年后发布。

2016
基准年

人日均家庭废弃物产生量
年度废弃物处理量

2027
目标

368 克

59.1 万吨

人日均家庭废弃物产生量
年度废弃物处理量

340 克

52.3 万吨

单位：
年度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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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激励举措
在日本，并非所有城市都对家庭垃圾实行按量收费制

自2008年起，札幌市要求全体市民使用市政府指定的家

物’和‘不可燃废弃物’等至少三类，但具体的分类方法

垃圾袋。垃圾袋的尺寸越小，家庭支付的价格越低。该制

庭可燃废弃物垃圾袋。市民可以在便利店和杂货店购买

度。日本要求居民将废弃物分成‘可收回物’、
‘可燃废弃

度直接将丢弃垃圾的成本与废弃物量挂钩，有效鼓励了

因城市条例而异。可燃废弃物包含不可回收物和厨余垃

大众减少粮食浪费。

圾（包括粮食浪费和食物残渣）
，多以一般塑料袋或纸袋
中包装，且未明定要求居民为其产生的垃圾付费。

合作与协作
2005年，为扩大减废和回收利用活动，市民、企业和市政

府合作建立了“札幌减废网-减少废弃物活动网络”。从
那时起，札幌减废网在宣传和推动若干“3R原则”相关项
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市政府与企业合作，在餐馆和酒店试行“打包回家”的做
法。考量消费者和餐馆都仍处于适应“打包剩饭剩菜”这

个“新常态”的过渡时期，市环境局特别为消费者和餐馆

发布了避免食物中毒的行动指南。札幌市政府还与地方
企业合作，共同开发了以再生纸制成的打包袋，免费提
供给餐馆，以鼓励减少食物浪费的做法。

由再生纸制成的打包袋
图片来源：札幌市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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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传播工具
札幌市政府牵头发起了“减少废弃物行动”
，并定期举办活动、
研讨会和工作坊。市民可在网络上获取传单、视频等宣传材
料；工作坊讲师会介绍日常生活中容易做到的减少食物浪费的
实用技巧和方法；而市政府在地铁站等有数万人流量的开放空

间举办活动，以便扩大宣传。另外，札幌市市长还曾参加一档
电视节目，介绍冰箱食物管理方法，以倡导减少食物浪费。

札幌市推出了“札幌减废周日”运动，鼓励市民每周日定期检
查冰箱内食品的储备情况，并在过期前食用。市民可从市政府
官网上下载关于食物储备管理的实用表单工具。

当地调查结果显示，最常因储存方法不当而遭浪费的食物是蔬
菜，其中又以番茄、黄瓜和生菜位居前三位。有鉴于此，由当地
倡导蔬菜消费和生产行动者组成的“北海道蔬菜促进者”在札

幌市政府的支持下，拍摄了一档电视节目示范如何储存蔬菜。
札幌市开展了“2510微笑派对”活动，旨在减少因派对和商务
聚会而产生的食物浪费。
该活动提倡参加派对和聚会的人采用
五项原则：
1.

专心享用美食，尤其是在派对刚开始后25分钟和结束

2.

若有剩余食物，将餐盘传给其他桌；

3.
4.

5.

前10分钟；

鼓励派对组织者向餐馆说明参与人员组成情况（如：

年龄、性别和饮食偏好等）
，以便餐馆准备合适的餐点；
相互提醒不要留下剩饭剩菜；

在顾及个人健康状况的前提下，尽量可能吃完所有菜

肴，减少浪费。

餐馆和酒店可从市政府官网上下载“2510微笑派对”的可折叠
传单，提醒派对参加者采取响应减少食物浪费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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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Kelly Sikkema，Unsplash

研究和教育
札幌市政府与公立中小学合作，促进“3R原则“措施在学校餐饮管理和教育中的主流化，使学校成为开展建设循环食物系
统的试验场所。

札幌市认为，食物浪费不单是废弃物管理问题，不能仅靠环境教育课程来提升大众意识。因此，市政府和利益相关方推出
了综合食物教育计划，由学生和餐饮公司合作，共同为学校午餐供应可持续食物。学生负责种植蔬菜和水果；而餐饮公司

则负责采购本地食材并使用学生种植的蔬果。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餐厨垃圾都会被转化成肥料，施用于学校耕地上。这个
计划让学生通过参与，见证了食物的生命周期，认识食物的价值，并鼓励他们珍惜粮食资源，减少食物浪费45。

在研究方面，市政府为改善政策设计和决策，进行了调查以收集相关数据46。2019年，市政府接触了13,141家地方企业，试

图了解他们对粮食损失和浪费的看法。虽然回复率不高（7%）
，但仍有862家企业分享了他们目前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的
做法并表达了对市政府支持的期望。
这些信息对于市政府即将出台的《减少粮食损失促进计划》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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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广岛市的食品捐赠计划

Drive）计划具有减少粮食

环境局还与当地的“广岛三箭足球俱乐部”
（Sanfrecce

组织的支持下，该计划号召市民在冰箱和储物架上寻

让观众在入场前先看到“食品捐赠”摊位，并接收有关减

广岛市的“食品捐赠”
（Food

Hiroshima）合作，在赛事进行期间，于场馆前举办活动，

浪费和增进社会团结的双重效益。在市政府和民间社会

少粮食浪费的信息。过去两年来，环境局与足球俱乐部

找“原封未动的可食用食品”
，并与当地食品银行和社会

的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 Aiai Net 提供了338件捐

福利组织合作，让市民可以将食品捐赠给最需要的人。

赠食品。

广岛市政府还定期与体育活动和大学合作开展“食品捐

赠”活动。市环境局连续三年在该地区的年度环保节日“

社会和环境的双重效益激励着学生和年轻人参与其中。

吁市民捐赠仍能食用的食品。最常见的捐赠食品包括罐

合作，在大学开放日举办“食品捐赠”活动。
“食品捐赠”

广岛环境日集会”上举办“食品捐赠”活动，摆设摊位，呼

广岛文教大学的学生志愿者也与广岛市政府和 Aiai Net

为组织活动的大学生和参观学校的高中生提供机会，深

头食品、糖果、饼干和面条等。在一天的活动结束后，市

入了解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和其产生的社会影响。

政府将食品转交给当地的食品银行组织 Aiai Net。
成立

于2008年的 Aiai Net 是广岛地区为单亲家庭、街友等弱
势群体提供食物的重要机构之一。

广岛市的“食品捐赠”活动

通过“食品捐赠”活动募集到的包装食品

图片来源:广岛市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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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Louis Hansel，Unsplash

札幌市的抢救派对计划

札幌市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共同启动了试点项目“抢救

参与工作坊的学员从家中带来不新鲜的蔬菜、为灾害储

蔬菜的每一部分，减少食物浪费。
“抢救”一词深刻反映

仍可食用的食材。他们可能是不知道如何烹饪，也可能

派对”
（Salvage Party）
，鼓励居民和市民最大限度利用

备的罐头食品和进口罐头食品等他们想抛弃但实际上

是不喜欢这些食品。讲师鼓励参与者分析这些食物并传

出“拯救即将被丢弃的食物”的急迫性。

授相应的烹饪方法。工作坊以小组形式进行，让参与者

“抢救派对”是札幌市消费者协会在市环境局和札幌减

彼此合作，一同将带来的食材烹煮成菜肴。另外，工作坊

废网的支持下组织的学习与分享烹饪工作坊。札幌市消

也向参与者介绍有关粮食损失的知识，以及减少厨房中

费者协会是提倡消费者权利并提供消费信息的组织。考

食物浪费的方法。

虑到家庭的食物浪费与消费者行为变化有很大关系，协

“抢救派对”提供了减少食物浪费的解决方案和烹饪方

会发起了“抢救派对”计划。截至2020年，已举办了两次

法，让参与者在返家后也能轻松应用。同时，工作坊也为

工作坊。

市民提供了相互交流、学习如何更加尊重食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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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和机遇

挑战 1. 与更多企业和餐馆合作

如果餐馆和酒店存在食物过剩，要即时将多出的食物重
新分配给有需要的人，并不容易。虽然出现了通过提供

需求匹配等在线服务来填补这一空白的新企业，但大多
数餐馆仍对合作机制和潜在风险心存疑虑。

为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企业可能需改变库存管理和数

据整合方式等原有的经营流程。员工需接受专业培训，

以了解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及它与日常工作的相关性；
而餐馆经理则需学会开发和设计新菜单的技能。与一般

经营方式不同的是，餐馆和小零售店必须在不同支出间
做出关键决定：调整经营流程的额外支出，抑或是因粮
食损失和浪费产生的环境和经济成本。

图片来源：Tim Cooper，Unsplash

挑战 2. 促使家庭采取行动
要影响市民在厨房和餐厅的日常食品消费行为，以达到

为减少食物浪费，在家烹饪的人需有缜密的管理策略，

数日本家庭都有减少食物浪费的意识，但仍需加大工作

克服障碍的一个重要历程，但人们很可能在有所收获之

减少食物浪费的目的，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虽然多

如采购前规划、消费量预估和库存控制等。从做中学是
前就对实践丧失兴趣。

力度，鼓励人们将知识和理解转化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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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 1. 在降低风险的同时拥抱创新
创新和技术可提供解决方案。移动设备和地理信息可支

公立学校可以和地方政府合作，在准备学校午餐时巧妙

组织即尝试使用了新方法，将从不同来源收集而来的资

若预期出现高温，则可为学生准备蔬菜较多的凉菜。

持将剩余食物与需求方进行配对。例如，广岛市的一家

地运用天气预报信息，因为天气状况会影响学生食欲。

讯汇整在单一平台上，为多余的食物与需要者配对。

学校还可以建立系统，当遇到台风或暴雨停课时，自动

地方政府可通过制定标准或督查方案，减轻消费者对食

通知餐饮公司无需准备餐食。目前最普遍的做法是学校

品质量和潜在风险的担忧。若能制定清晰的指导方针，

在接获地方政府通知后，采取停课的防范措施，并接着

明确重新分配剩余食物的企业、运营配对平台的中间企

联系餐饮公司取消订餐。然而，有时供餐公司在接到学

业和获得食物者之间的责任，就能在保护各方利益的同

校电话前就已备妥餐食。因此，引入自动系统将有助于
解决时滞问题。

时，达成减少食物浪费。若地方政府能针对剩余食物的
重新分配制定一套督查制度，并定期进行安全督查，人
们便能进一步协力减少粮食浪费。

图片来源：Ksenia French，Unsplash

机遇 2. 新法案促成更多合作
《减少食物浪费促进法案》促成了国家和地方利益相关

多利益相关方的对话可能促进法规修订，使地方政府得

新法案的出台促使人们从系统、价值链的角度思考粮食

励各市政府制定地方规划和政策，预期不久之后，城市

方间的对话。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未曾如此高受关注。

以更灵活地应对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由于中央部委鼓

问题。

和地区将会陆续推出更多创新的综合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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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实用要点

图片来源：Nord Wood Themes，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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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规划

市政当局可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划来推进循环实

城市和区域政府可为开展循环实践，制定地
方性条例和具体的行动计划，并同时支持响
应国家级的政策和战略。

践。在制定新的框架之前，各城市应认真审查现有的部

门计划，明确潜在的协同效应，以避免内容重叠与重复。
不同部门间的横向协调沟通有助于信息和经验共享。

财政激励举措

有意使用财政激励措施的城市也可考虑采用税收抵

免等其他激励措施，根据目标群体的需求来确定应采
市场参与者导向提供对食物系统有积极影响的产品

各城市可利用财政激励措施来改变开展循环
实践的成本和经济收益，使循环实践更具吸引
力。地方政府常以补贴、税收等手段来推动循
环经济的发展。

合作与协作

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取的措施。通过在市场活动中将外部性内部化，可将
和服务。

有助于实现都市循环粮食系统。地方政府可先联系相关

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经常联合开展循
环经济实践。
在上述三座城市的案例中，我们
皆看到了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三者之
间密切的合作关系。虽然三座城市各有其实
践，成果也各不相同，但不同类型的合作项目
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协会和主要的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了解他们对于
发展城市循环经济的看法，并从小规模试点项目开始合
作，建立彼此间的信任。

信息与传播工具

信息传递和知识共享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地
方政府可以带头引导议题发展，提供必要资源，以促

虽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已是现代社会中重要
的信息传播工具，但线下活动和工作坊对于实
际改变大众行为更具影响力。城市可根据信息
类型，开发适用于不同渠道或场合的宣传工具
包，助力推广促进循环食物系统的发展。

进创新沟通工具的发展。

研究与教育

大学和学校聚集了有才华的青年，可通过创新实践，推
动循环粮食系统的发展。地方政府可与教育机构建立关

地方政府还可与研究机构合作，为循环粮食
系统开发知识和创新解决方案。关注地方问
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改善政策设计和规划。职
业和学校教育可以让更多人获得从事循环实
践的能力。

系，探索启动试点项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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