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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2021 年版）

（征求意见稿）

为指导城市做好“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推动城市大幅度减少

固体废物的产生量、促进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降低固体废物的危

害性，最大限度降低固体废物填埋量，稳步提升固体废物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制定《“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2021 年版）》［以下

简称《指标体系（2021 年版）》］。

《指标体系（2021 年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和前瞻性原则进

行设计，由 5 个一级指标、18 个二级指标和 60 个三级指标组成（见

附表）。

一级指标主要包括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最终处置、

保障能力、群众获得感等 5 个方面。二级指标主要覆盖工业、农业、

建筑业、生活领域固体废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以及制度、

市场、技术、监管体系建设与群众获得感等 18 个方面。三级指标是

对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具体细化和量化，划分为两类：第 I 类为

必选指标（标注★），共 24 项，是各地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均需

落实的约束性指标。第 II 类为可选指标，共 36 项，是各地依据城市

类型、特点及任务安排进行选择的指标。各项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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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统计调查数据和专项调查数据。此外，各地可结合自身发展定

位、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经济技术基础等差异性自行

设置自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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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2021 年版）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说 明

1

固体废

物源头

减量

工业源头

减量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

指标解释：指纳入固体废物申报登记范围的工业企业，每万元工业增加值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

量。该指标是用于促进全面降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源头产生强度的综合性指标。

计算方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增加值。

数据来源：市生态环境局、市统计局。

2 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

指标解释：指纳入固体废物申报登记范围的工业企业，每万元工业增加值的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

该指标是用于促进全面降低工业危险废物源头产生强度的综合性指标。

计算方法：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工业增加值。

数据来源：市生态环境局、市统计局。

3
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工业企

业占比★

指标解释：指需开展清洁生产审核评估的工业企业中，按《清洁生产审核评估与验收指南》（环办

科技〔2018〕5 号）要求通过审核评估的工业企业数量占比。城市应重点抓好钢铁、建材、有色、

化工、石化、电力、煤炭等行业清洁生产审核。该指标用于促进企业实施清洁生产，从源头控制资

源和能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削减固体废物产生量，减少进入最终处置环节的固体废物量。

计算方法：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工业企业占比（%）=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评估的工业企业数量÷需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评估的工业企业数量×100%。

数据来源：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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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说 明

4 开展绿色工厂建设的企业占比

指标解释：绿色工厂是指按照《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和相关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

实现了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工厂，包括国家级、省

级、市级等各级绿色工厂。该指标用于促进工厂减少有害原材料的使用，提高原材料使用效率和工

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计算方法：开展绿色工厂建设的企业占比（%）=开展绿色工厂建设的企业数量÷城市在产企业数量

×100%。数据来源：市工信局。

5

固体废

物源头

减量

工业源头

减量

开展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循环化

改造、绿色园区建设的工业园区

占比

指标解释：指开展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循环化改造、绿色园区建设的各级各类工业园区数量。生态工
业园区建设、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可推动实现区域内物质的循环利用，减少固体废物产生量。该指标
用于促进各地对现有工业园区开展改造升级，建成生态工业园区、循环化园区、绿色园区；对新建园
区，应按照生态工业园区、循环化园区、绿色园区建设标准开展建设。对拥有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的
城市，本项为必选指标。
计算方法：开展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循环化改造、绿色园区建设的工业园区占比（%）=开展生态工
业园区建设、循环化改造、绿色园区建设的工业园区数量÷城市在产工业园区总数×100%。
数据来源：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信局。

6 绿色矿山建成率★

指标解释：指城市新建、在产矿山中完成绿色矿山建设的矿山数量占比。绿色矿山指纳入全国、省
级绿色矿山名录的矿山。该指标用于促进降低矿产资源开采过程固体废物产生量和环境影响，提升
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加快矿业转型与绿色发展。
计算方法：绿色矿山建成率（%）=完成绿色矿山建设的矿山数量÷矿山总数量×100%。
数据来源：市自然资源局。

7
重点行业工业企业开展碳排放清

单编制的数量占比

指标解释：指城市钢铁、建材、有色、化工、石化、电力、煤炭等碳排放重点行业中，开展碳排放
清单编制工作的工业企业数量占比。该指标用于促进钢铁、建材、有色、化工、石化、电力、煤炭
等重点行业工业企业开展碳排放清单编制，为科学核算和评估“无废城市”建设对城市碳达峰、碳
中和的贡献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计算方法：重点行业工业企业开展碳排放清单编制的数量占比（%）=钢铁、建材、有色、化工、石
化、电力、煤炭等重点行业中开展碳排放清单编制工作的工业企业数量÷钢铁、建材、有色、化工、
石化、电力、煤炭等重点行业工业企业总数×100%。
数据来源：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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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说 明

8
农业源头

减量

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种植推广

面积占比

指标解释：指城市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的种植面积占全市种植土地面积的比率。绿色食品是根据《绿

色食品标志管理法》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安全、优质农产品及相关产品；有机农产品是根据有机

农业原则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方式及标准生产加工，并通过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的农产品。该指标用

于促进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发展，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促进种养平衡和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的种植推广面积占比（%）=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面积÷农作物种植面积×

100%（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重叠面积不重复计算）。

数据来源：市农业农村局。

9

固体废

物源头

减量

农业源头

减量
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占比

指标解释：指城市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数量占全市畜禽养殖场总数的比率。根据《畜禽养殖标准

化示范创建活动工作方案（2018-2025 年）》，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是指以标准化、现代化生产

为核心，生产高效、环境友好、产品安全、管理先进，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包括

国家级、省级、市级等各级畜禽规模养殖场（含轮牧牧场）。该指标用于促进推广畜禽养殖规模化、

规范化发展。

计算方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占比（%）=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数量÷畜禽养殖场总数×100%。

数据来源：市农业农村局。

10

建筑业源

头减量

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率★

指标解释：指城市新建民用建筑（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绿色建筑是指达到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或省市级相关标准的建筑。该指标用于促进城市新建建筑的
建筑垃圾源头减量，提高建筑节能水平。
计算方法：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率（%）=新建绿色建筑面积总和÷全市新建建筑面积总和×100%。

数据来源：市住建局。

11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率

指标解释：指当年度城市新建民用建筑（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中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比。装配式建
筑是指用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该指标用于促进装配式建筑应用，推动城市源头削
减新建建筑的建筑垃圾量。
计算方法：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率（%）=当年度城市新建民用建筑（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

包含的装配式建筑面积÷当年度城市新建民用建筑（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面积总和×100%。
数据来源：市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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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说 明

12

生活领域

源头减量

人均生活垃圾日产生量★

指标解释：指每人每日生活垃圾产生量。该指标是反映生活领域固体废物减量工作成效的综合性指
标。各地可根据过夜旅游人口数量等实际情况调整人口数量的统计范围（需提供相应说明材料）。
该指标用于促进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计算方法：人均生活垃圾日产生量=生活垃圾日清运量÷（生活垃圾收运系统覆盖率×城乡常住人口）。
数据来源：市住建局、市农业农村局。

13
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覆

盖率

指标解释：指设市城市城区和县城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的小区数量占比。该指标用于
促进各地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系统市区全覆盖。
计算方法：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的城市居民小区数量÷

城市居民小区总数×100%。
数据来源：市住建局、市发展改革委。

14

固体废

物源头

减量

生活领域

源头减量

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

指标解释：指建制镇、乡和镇乡级特殊区域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的行政村数量占比。
该指标用于促进各地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系统乡村全覆盖。
计算方法：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的行政村数量÷市域范围内

行政村总数×100%。
数据来源：市农业农村局、市发展改革委、市住建局。

15 快递绿色包装使用率

指标解释：指城市寄出的快件（含邮件）中，使用符合《快递业绿色包装指南（试行）》及相关标
准的绿色包装材料占比。该指标用于促进快递绿色包装的推广应用。
计算方法：快递绿色包装使用率（%）=快递绿色包装使用量÷快递包装使用总量×100%。
数据来源：市邮政管理局。

16

固体废物

资源化

利用

工业固体

废物资源化

利用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指标解释：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占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包括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

的比率。城市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具体类别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作为自选指标，如煤矸

石综合利用率、粉煤灰综合利用率等。该指标用于促进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水平，减少工业

资源、能源消耗。

计算方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当年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产生量+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100%。

数据来源：市生态环境局、市工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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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说 明

17 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指标解释：指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量占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包括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的比率。

该指标用于促进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水平，减少工业资源、能源消耗。

计算方法：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量÷（当年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

+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100%。

数据来源：市生态环境局、市工信局。

18

农业废弃

物资源化

利用

秸秆收储运体系覆盖率

指标解释：指城市纳入秸秆收储运体系的行政村占比。该指标用于促进提高秸秆收集水平，有助于

推动秸秆的资源化利用。

计算方法：秸秆收储运体系覆盖率（%）=纳入秸秆收储运体系的行政村数量÷行政村总数×100%。

数据来源：市农业农村局。

19

固体废物

资源化

利用

农业废弃

物资源化

利用

畜禽粪污收储运体系覆盖率

指标解释：指城市纳入畜禽粪污收储运体系的行政村占比。该指标用于促进畜禽粪污收集水平，有

助于推动畜禽粪污的资源化利用。

计算方法：畜禽粪污收储运体系覆盖率（%）=纳入畜禽粪污收储运体系的行政村数量÷行政村总数×100%。

数据来源：市农业农村局。

20 秸秆综合利用率★

指标解释：指秸秆肥料化（含还田）、饲料化、基料化、燃料化、原料化利用总量与秸秆可收集资

源量（测算）的比率。该指标用于促进秸秆的资源化利用，实现部分替代原生资源。鼓励各地整县

推进秸秆综合利用。

计算方法：秸秆综合利用率（%）=秸秆综合利用量÷秸秆可收集资源量（测算）×100%。

数据来源：市农业农村局。

21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指标解释：指综合利用的畜禽粪污量占畜禽粪污总量的比率。畜禽粪污产生量和综合利用量根据畜

禽规模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系统确定。该指标有助于推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鼓励各地整县推进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计算方法：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量÷畜禽粪污产生总量（测算）×100%。

数据来源：市农业农村局。

22 农膜回收率★

指标解释：指农膜回收量占使用量的比率。该指标用于促进加强农膜回收。

计算方法：农膜回收率（%）=农膜回收量÷农膜使用量×100%。

数据来源：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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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说 明

23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

指标解释：指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量占产生量的比率。该指标用于促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集中

处置体系建设，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

计算方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量÷农药包装废弃物产生量（测算）×100%。

数据来源：市农业农村局。

24 化学农药施用量亩均下降幅度

指标解释：指“无废城市”建设期间全市域亩均化学农药施用量与基准年相比下降的幅度。该指标

用于促进减少化学农药施用量。

计算方法：化学农药施用量亩均下降幅度（%）=（基准年亩均化学农药施用量-评价年亩均化学农

药施用量）÷基准年亩均化学农药施用量×100%。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门。

25

固体废物

资源化

利用

农业废弃

物资源化

利用

化学肥料施用量亩均下降幅度

指标解释：指“无废城市”建设期间全市域亩均化学肥料施用量与基准年相比下降的幅度。该指标
用于促进减少化学肥料施用量。
计算方法：化学肥料施用量亩均下降幅度（%）=（基准年亩均化学肥料施用量-评价年亩均化学肥
料施用量）÷基准年亩均化学肥料施用量×100%。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门。

26

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

指标解释：指城市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量占建筑垃圾产生量的比率。建筑垃圾综合利用指除填埋以外
的城市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利用形式主要包括建筑垃圾通过再生骨料及制品，以及土方平衡、林业
用土、环境治理、烧结制品等。建设期间，建筑垃圾产生总量可根据施工面积估算，相关系数取值
由城市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该指标用于促进建筑垃圾综合利用。
计算方法：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量÷建筑垃圾产生量（估算）×100%。
数据来源：市住建局。

27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指标解释：指该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量占建筑垃圾产生量的比值。根据《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
准》（CJJ 采纳。T 134），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包括土类建筑垃圾用做制砖和道路工程等用原料，
废旧混凝土、碎砖瓦等作为再生建材用原料，废沥青作为再生沥青原料，废金属、木材、塑料、纸
张、玻璃、橡胶等作为原料直接或再生利用。该指标用于促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减少资源、能
源和其他建筑材料的开采和生产过程产生的碳排放。
计算方法：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量÷建筑垃圾产生量（估算）×100%。
数据来源：市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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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说 明

28

生活领域固

体废物资源

化利用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指标解释：指未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和填埋设施进行处理的可回收物、厨余垃圾的数量，占生活垃圾
产生量的比率。该指标用于促进提高生活垃圾回收利用水平。
计算方法：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生活垃圾回收利用量÷生活垃圾产生量×100%。
数据来源：市住建局。

29 再生资源回收量增长率

指标解释：指当年再生资源回收量相对于上一年再生资源回收量的增长率。再生资源类别包括报废

机动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钢铁、废铜、废铝、废塑料、废纸、废玻璃、废旧轮胎、废动力电

池等。该指标用于促进提升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水平。

计算方法：再生资源回收量增长率（%）=（当年再生资源回收量-上一年再生资源回收量）÷上一

年再生资源回收量×100%。

数据来源：市商务局。

30

固体废物

资源化

利用

生活领域固

体废物资源

化利用

车用动力电池、报废机动车等产

品类废物回收体系覆盖率

指标解释：指纳入车用动力电池、报废机动车等回收体系的产品类废物产生单位（汽车销售、维修

企业等）数量占产品类废物产生单位总数的比率。该指标用于促进产品类废物的收集回收，有助于

提升产品类废物资源化利用水平。

计算方法：车用动力电池、报废机动车等产品类废物回收体系覆盖率（%）=纳入产品类废物回收体

系的产生单位数量÷产品类废物产生单位总数×100%。

数据来源：市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局、市工信局。

31

固体废

物最终

处置

危险废物

安全处置

工业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下降

幅度★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建设期间工业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与基准年相比下降的幅度。该指标用于促

进减少工业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引导提高工业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水平。

计算方法：工业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下降幅度=（%）=（基准年工业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评价年工

业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基准年工业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100%。

数据来源：市生态环境局。

32 医疗废物收集处置体系覆盖率★

指标解释：指城市纳入医疗废物收运管理范围（包括城市和农村地区），并由持有医疗废物经营许

可证单位进行处置的医疗卫生机构占比。该指标用于促进提高医疗废物收集处置能力。

计算方法：医疗废物收集处置体系覆盖率（%）=纳入医疗废物收集处置体系的医疗卫生机构数量÷

医疗卫生机构总数×100%。

数据来源：市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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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社会源危险废物收集处置体系

覆盖率

指标解释：指纳入危险废物收集处置体系的社会源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建设期间可以高校及研究机

构实验室、第三方社会检测机构实验室、汽修企业为主）数量占社会源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总数的比

率。该指标用于促进提升社会源危险废物的收集处置能力。

计算方法：社会源危险废物收集处置体系覆盖率（%）=纳入危险废物收集处置体系的社会源危险废

物产生单位数量÷社会源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总数×100%。

数据来源：涉及社会源危险废物的主管部门。

34

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

贮存处置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量

下降幅度★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建设期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量与基准年相比下降的幅度。该指标用

于促进减少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该指标用于促进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利用，控制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量增长。

计算方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量下降幅度（%）=（基准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量-

评价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量）÷基准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量×100%。

数据来源：市生态环境局。

35

固体废

物最终

处置

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

贮存处置

开展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

所（含尾矿库）综合整治的堆场

数量占比

指标解释：指完成综合整治的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含尾矿库）占比。大宗工业固体废物指

我国各工业领域在生产活动中年产生量在 1000 万吨以上、对环境和安全影响较大的固体废物，主

要包括：尾矿、煤矸石、粉煤灰、冶炼渣、工业副产石膏、赤泥和电石渣等。该指标用于促进大宗

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的规范管理。

计算方法：开展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含尾矿库）综合整治的堆场数量占比（%）=开展大宗

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含尾矿库）综合整治的堆场数量÷堆场总数×100%。

数据来源：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管理局。

36
农业废弃

物处置
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率

指标解释：指采取焚烧、化制等工厂化方式统一收集、集中处理的病死畜禽数量占病死畜禽总数的

比率。该指标用于促进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

计算方法：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率（%）=集中无害化处理的病死畜禽数量÷病死畜禽总数×

100%。

数据来源：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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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建筑垃圾

消纳处置
建筑垃圾消纳量降低幅度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建设期间全市域范围内建筑垃圾消纳量与基准年相比下降的幅度。该指标用

于促进建筑垃圾消纳量的不断降低，推动建筑垃圾源头减量与综合利用。

计算方法：建筑垃圾消纳量降低幅度（%）=（基准年建筑垃圾消纳量-评价年建筑垃圾消纳量）÷

基准年建筑垃圾消纳量×100%。

数据来源：市住建局。

38

生活领域

固体废物

处置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量降低幅度★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建设期间全市域（包括城市和农村）范围内采用卫生填埋方式处置生活垃圾的
总量与基准年相比下降的幅度。该指标用于促进生活垃圾填埋量的不断降低，推动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与回收利用。
计算方法：生活垃圾卫生填埋量降低幅度（%）=（基准年生活垃圾卫生填埋量-评价年生活垃圾卫
生填埋量）÷基准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量×100%。
数据来源：市住建局、市农业农村局。

39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率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建设期间全市域（包括城市和农村）范围内采用垃圾焚烧方式集中处置生活
垃圾的总量占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比率。该指标用于促进发展以焚烧为主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推动
2023 年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计算方法：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量÷生活垃圾产生量×100%。
数据来源：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农业农村局。

40

固体废

物最终

处置

生活领域

固体废物

处置

城镇污水污泥无害化处置率★

指标解释：指无害化处置的城镇污水污泥量占城镇污水污泥总产生量的比率。该指标用于促进城市

污水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

计算方法：城镇污水污泥无害化处置率（%）=无害化处置的城镇污水污泥量÷城镇污水污泥总产生量

×100%。

数据来源：市住建局。

41
保障

能力

制度体系

建设

“无废城市”建设地方性法规、
政策性文件及有关规划制定★

指标解释：指城市涉及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地方性法规、政策性文件、有关规划出

台情况。该指标用于促进因地制宜制定“无废城市”建设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性文件。

数据来源：负责“无废城市”建设的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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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无废城市”建设协调机制★

指标解释：指市委市政府牵头组织成立、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负责，生态环境、发展改革、经

信、住建、农业、商务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组织协调机制，以及工作专班、协作机制建设情况。

该指标用于促进各地形成“无废城市”建设的有效工作机制。

数据来源：负责“无废城市”建设的相关部门。

43
“无废城市”建设成效纳入政绩
考核情况

指标解释：指将“无废城市”建设重要指标及成效纳入城市、县区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政绩考核

情况。该指标用于促进各地“无废城市”建设相关部门持续高效开展工作。

数据来源：市委组织部门、监察部门。

44

开展“无废城市细胞”建设的单
位数量（机关、企事业单位、饭
店、商场、集贸市场、社区、村
镇）

指标解释：指按照“无废城市”建设要求开展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工作的机关、企事业

单位、饭店、商场、集贸市场、社区、村镇等单位数量（含开展绿色工厂、绿色矿山、绿色园区、

绿色商场等绿色创建工作的单位）。各地因地制宜编制“无废城市细胞”行为守则、倡议、标准等，

并推动实施。该指标用于促进“无废城市细胞”推广建设，推动实现绿色生活和绿色生产方式。

数据来源：各相关部门。

45
市场体系

建设

“无废城市”建设项目投资总

额★

指标解释：指“无废城市”建设相关项目资金投入总额。项目资金渠道来源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财

政资金（含基本建设投资资金和相关专项资金）、地方政府部门自筹资金（指地方政府部门的各种

预算外资金以及通过社会筹集的资金）、企业自筹资金、其他资金。该指标用于促进政府有关部门、

金融机构、企业加大对“无废城市”建设相关项目的投资。

数据来源：市生态环境局、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保监会派出机构或地方金融监管局及相关部门。

46
保障

能力

市场体系

建设

纳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范围的固

体废物相关企业数量占比

指标解释：指城市纳入环境信用评价的固体废物相关企业占全部固体废物相关企业的比率。固体废
物相关企业指固体废物产生企业，以及从事固体废物回收、利用、处置等经营活动的各类企业。该
指标用于促进固体废物相关企业开展企业环境信用评价。
计算方法：纳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范围的固体废物相关企业数量占比（%）=纳入环境信用评价的固
体废物相关企业数量÷全部固体废物相关企业数量×100%。
数据来源：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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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环境污染责

任保险覆盖率

指标解释：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数量占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总数的比率。该指
标用于促进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计算方法：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覆盖率（%）=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危险废物经
营单位数量÷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总数×100%。
数据来源：市生态环境局、银保监会派出机构或地方金融监管局。

48 “无废城市”绿色贷款余额

指标解释：指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支持“无废城市”建设的绿色贷款余额。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
于建立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的通知》（银发〔2018〕10 号）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修订绿色
贷款专项统计制度的通知》（银发〔2019〕326 号）建立的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绿色贷款包括
支持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生态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和绿色服务
等的贷款。贷款余额可以反映国内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该领域的贷款规模情况。该指标用于促进
相关机构加大对“无废城市”建设的贷款支持力度。
数据来源：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49 “无废城市”绿色债券存量

指标解释：指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支持“无废城市”建设的绿色债券存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发
展改革委 证监会关于印发<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的通知》（银发〔2021〕96 号）
绿色债券是指将募集资金专门用于支持符合规定条件的绿色产业、绿色项目或绿色经济活动，依照
法定程序发现并按约定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债券存量可以反映国内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该领域
的市场规模情况。该指标用于促进相关机构加大对“无废城市”建设的融资力度。
数据来源：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50 政府采购中综合利用产品占比

指标解释：指城市各级人民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纳入政府采购的综合利用产品价值占政府采购总值的
比率。综合利用产品指纳入《国家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并按《工业固体废物资
源综合利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要求通过评价的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品。该指标用于促进
政府采购综合利用产品。
计算方法：政府采购中综合利用产品占比（%）=政府采购中综合利用产品价值÷政府采购总值×100%。
数据来源：各相关部门。

51
保障

能力

技术体系

建设

主要参与制定固体废物资源化、

无害化技术标准与规范数量

指标解释：指城市内各机构作为主要完成单位在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农业废弃物、生活垃圾、危险

废物资源化、无害化等方面参与制定的技术标准与规范的数量。技术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规范包括各级技术规范、导则和指南。该指标用于促进固体废物资源化、无

害化技术的标准化，有助于相关成熟技术在全国范围推广应用。

数据来源：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农业农村局、市住建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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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说 明

52
固体废物回收利用处置关键技

术工艺、设备研发及成果转化

指标解释：指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等开展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相关关键技术工

艺和设备研发及工程应用示范的数量。该指标有助于促进提升固体废物回收利用处置的科技水平。

数据来源：市科技局。

53

监管体系

建设

固体废物管理信息化监管情况★

指标解释：指落实新修订《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关于信息化建设的相关要求，城市建成覆盖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业固体废物管理数据的信息化监管服务系统，

通过打通生态环境、住建、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各部门相关数据，实现全过程信息化追溯相关情况。

该指标用于促进城市加强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打通多部门间固体废物管理信息壁垒。

数据来源：负责“无废城市”建设的相关协调部门。

54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抽查合格率

指标解释：指参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对全市域范围内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经营

单位进行规范化管理抽查考核评估，得到的合格率。该指标用于促进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数据来源：市生态环境局。

55
发现、处置、侦破固体废物环

境污染刑事案件立案率★

指标解释：指城市全市域范围内固体废物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立案数量占所有固体废物环境污染刑事

案件线索数量的比例。该指标反映对固体废物环境污染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和工作成效，用于促进

加大监管执法力度，震慑和防范固体废物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计算方法：发现、处置、侦破固体废物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立案率（%）=城市全市域范围内固体废物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立案数量÷城市全市域范围内所有固体废物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线索数量×100%。

数据来源：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

56
涉固体废物信访、投诉、举报案

件办结率

指标解释：指城市涉固体废物信访、投诉、举报案件中，经及时调查处理、回复的案件占比。该指

标用于促进相关部门做好固体废物信访、投诉、举报案件的应对和处理。

计算方法：涉固体废物信访、投诉、举报案件办结率（%）=及时调查处理、回复的涉固体废物案件

数量÷城市涉固体废物信访、投诉、举报案件数量×100%。

数据来源：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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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保障

能力

监管体系

建设

固体废物环境污染案件开展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覆盖率

指标解释：对指城市辖区内年度发生的符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条件的固体废物环境污染案件开展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覆盖率。该指标用于深入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全面推进实施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

计算方式：固体废物环境污染案件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覆盖率=对年度发生的固体废物环

境污染案件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数量÷年度发生的符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条件的固体废

物环境污染案件总数×100%。

数据来源：市生态环境局。

58

群众

获得感

群众

获得感

“无废城市”建设宣传教育培训

普及率

指标解释：指“无废城市”建设宣传教育培训开展情况，包括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客户端等方

式，对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公众等开展宣传教育培训等的情况；城市固体废物利用

处置基础设施向公众开放情况等。该指标用于促进各地加强公众对“无废城市”建设的了解程度。

数据来源：第三方调查。

59

政府、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环境

组织、公众对“无废城市”建设

的参与程度

指标解释：指政府、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环境组织、公众参与“无废城市”建设的程度，例如参加

生活垃圾分类、塑料制品的减量替代、厨余垃圾减量等情况。该指标用于促进各地不断提升“无废

城市”建设期间的全民参与程度。

数据来源：第三方调查。

60
公众对“无废城市”建设成效

的满意程度★

指标解释：反映公众对所在城市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业废弃物等的减量、利用、

处置等管理现状的满意程度。该指标用于促进各地加大工作力度，提升公众对“无废城市”建设成效

的满意程度。

数据来源：第三方调查。

注：①★表示必选指标。城市具体情况不涉及的个别必选指标，可出具说明材料申请该项指标不纳入建设内容。

②数据来源单位供参考，各地可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涉及的主管部门。


	“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2021年版）
	（征求意见稿）
	“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202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