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 
 
 
前言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是城市重要的市政基础设施，是城市公共环境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关系到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近十几年来，我国用于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的投资逐年增加，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仍然很低，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缺

乏已成为污染环境、制约发展的社会问题。如何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通过安全卫生、技

术可靠、经济适用的处理技术，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是政府履行公

共职能的一项重要任务。本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一五”是承前启

后的重要时期，做好“十一五”期间的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规划建设工作，必将对

我国环卫行业的未来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建设部、环保总局编制的《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范围包括 661 个设市城市（4 个直辖市、283 个地级市、374 个

县级市）和 1636 个县城。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间的客观差异，《规划》将全国划分

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等共五个区域。其中：  
1.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10 省

或直辖市。  
2.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3 省。  
3.中部地区：包括湖北、河南、山西、湖南、安徽、江西 6 省。  
4.西北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新疆、甘肃、宁夏、青海 6 省或自治区。  
5.西南地区：包括广西、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 6 省、直辖市或自治区。  
《规划》的基准年为 2005 年，规划期为 2006～2010 年。  
本《规划》的编制依据是：  
1.《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 号），2005 年 12 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89 年 12 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5 年 4 月 1 日；  
4.国家计委、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关于推进城市污水、垃圾处理产业化发展的意见》（计

投资[2002]1591),2002 年 9 月 10 日；  
5.《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建城[2000]120 号），2000 年 5 月；  
6.《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57 号，2007 年 4 月；  
7.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相关标准和规范。  
一、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现状  
（一）生活垃圾产量及特性  
1.设市城市生活垃圾产量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区面积的扩大，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保持稳

步增长的趋势，结合建设部年报统计数据及本规划调研结果，2005 年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

圾产量约为 1.36～1.56 亿吨，其中各区域所占比例见表 1。  
表 1 2005 年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  单位：万吨／年  

 



2.县城生活垃圾产量  
县城生活垃圾产量目前还没有健全统计数据，根据本规划调查数据，2005 年全国县城年生

活垃圾产量约为 0.5 亿吨，其中各区域所占比例见表 2。  
表 2 2005 年县城生活垃圾清运量   单位：万吨／年  

  

3.生活垃圾特性分析  
当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突出特点是含水率高，一般为 45～65%；热值低，一般在 4200kJ/kg
左右；有机成分高，厨余类有机生活垃圾部分约占 40～60%；垃圾中可回收成分低，约占

10～25%，见表 3。  
表 3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基本特性表  

  

此外，生活垃圾成分受季节、地理、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燃料结构等影响较大，例如：气化率

低、经济生活水平低的城市的生活垃圾热值低、煤灰等成分相对较高；气化率高、经济生活

水平较高的大中城市的生活垃圾的热值相对较高，煤灰的含量较低；南方的城市生活垃圾中

有机物的含量较高，墓本上在 40～75%之间；而经济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

生活垃圾的易回收的废品含量相对较高。  
（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概况  
1.正在运行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情况  
(1）设市城市  
截止 2005 年底，全国设市城市共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397 座（不包括简易处理设施），总处

理能力为 21.06 万吨／日。其中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 304 座，处理能力 16.07 万吨／日；城

市生活垃圾堆肥厂 16 座，处理能力 0.55 万吨／日；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厂 42 座，处理能力

2.55 万吨／日；其他处理设施 35 座，处理能力 1.89 万吨／日。填埋、堆肥、焚烧和其他分

别占 76.3%、2.6%、12.1%和 9.0%。各地区设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见表 4。  
表 4 各地区设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情况统计表  单位：吨／日  

 
初步估算，全国设市城市中生活垃圾处理能力达到无害化标准的约为 16.9 万吨／日，实际

处理量约为 15.2 万吨／日，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约为 37%。  
（2）县城  
截止 2005 年底，全国县城共有 217 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不包括简易处理设施），总处理能

力为 2.60 万吨／日。其中生活垃圾填埋场 199 座，处理能力 2.41 万吨／日；生活垃圾堆肥

厂 1 座，处理能力 0.02 万吨/日；生活垃圾焚烧厂 6 座，处理能力 0.06 万吨／日；其他处理

设施 11 座，处理能力 0.11 万吨／日。填埋、堆肥、焚烧和其他分别占 92.7%、0.8%、2.4%
和 4.1％。各地区县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见表 5。  
表 5 各地区县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情况统计表  单位：吨/日  



 
上述运行的县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中多数达不到无害化处理标准，能够达到无害化处理标准

的县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总处理能力约为 3000－4000 吨／日，无害化处理率约为 3％。  
2.在建的各类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情况  
（l）设市城市  
截止 2005 年底，设市城市在建项目有 138 个，日处理能力为 5.95 万吨／日（建成后实际处

理垃圾约为 5.35 万吨／日）。其中，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 108 座，处理能力 4.57 万吨／日；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厂 3 座，处理能力 0.12 万吨／日；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厂 10 座，处理能力

0.61 万吨／日；其他处理设施 17 座，处理能力 0.66 万吨／日。按处理能力估算生活垃圾处

理比例，填埋、堆肥、焚烧和其它分别占 76.8%、1.9%、10.3%和 11.0%。各地区设市城市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在建情况见表 6。  
表 6 各地区设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在建情况统计表 单位：吨／日  

  
（2）县城  
截止 2005 年底，县城在建项目有 98 个，日处理能力为 1.14 万吨／日（建成后实际处理垃

圾量约为 1.03 万吨／日）。其中，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 84 座，处理能力 0.98 万吨/日；城市

生活垃圾堆肥厂 1 座，处理能力 0.004 万吨/日；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厂 3 座，处理能力 0.05
万吨／日；其他处理设施 10 座，处理能力 0.11 万吨／日。按处理能力估算生活垃圾处理比

例，填埋、堆肥、焚烧和其他分别占 86%、0.4%、4.4％和 9.2%。各地区县城生活垃圾处理

设施运行情况见表 7。  
表 7 各地区县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在建情况统计表 单位：吨／日  

 
3.“十一五”期间关闭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情况  
（1)设市城市  
经统计，“十一五”期间设市城市中共有 122 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将被关闭，处理能力合计约

5.23 万吨／日，将减少实际处理能力约 4.71 万吨／日。  
(2）县城  
经统计，“十一五”期间县城中共有 112 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将被关闭，处理能力合计约 1.28
万吨／日。  
（三）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及垃圾处理产业化情况  
截止 2005 年底，全国共有 266 个设市城市和 686 个县城实行了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政策，分

别占设市城市的 40.2%和县城的 41.9％。  



根据调研情况，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为 1.5～11.0 元／（户•月），县城生活

垃圾处理收费标准范围为 1.0～8.0 元／（户•月）。由于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缺乏有效的制约手

段，实际收缴率很低，多数城市收缴率低于 40％，部分城市只有 10%左右。  
在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化政策的带动下，以外资、民间以及其他社会资本作为投资主体的投资

模式在我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十五”期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投资、建设、运

营市场已初步形成，并在逐步完善和发展。  
（四）存在问题  
1.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不足，处理水平低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用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投资逐年增加，但由于历史欠帐较多，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仍然不足，2005 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完全达到无害化要求的约占

为 27%，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  
2.不同地域、不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我国生活垃圾处理水平发展不平衡，在空间地域上存在很大差异。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

平高、投入力度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数量相对较多，处理率较高。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受

财力限制，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数量相对较少，生活垃圾处理水平较低。  
3.处理技术装备水平落后  
通过研究开发和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我国在生活垃圾填埋、焚烧、堆肥等方面都

不同程度地使用了一些国际较先进的工艺技术。但总体而言，生活垃圾处理技术装备水平仍

然偏低，一些关键技术和设备基本靠国外引进。填埋方面，渗沥液处理技术和填埋场沼气发

电技术等仍需从国外引进；垃圾焚烧系统的国产化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装备水平以及生活

垃圾焚烧余热利用率还需进一步提高。  
4.生活垃圾处理管理体制改革进程缓慢  
在环卫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部分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不少城市还没有建立

合理的运营投资偿还机制，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完全靠政府财政拨款建设，投资渠道单一，建

设和运营资金不足。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尚未全面实行，收缴率低，收费成本高，使用管理流

程长。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缺乏有效监管，难以满足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的需要。  
“十五”期间，我国加快了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化、市场化进程，但是仍然存在法制建设滞后、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产业化运作不规范、市场监管不力等一系列问题。  
5.生活垃圾管理基础薄弱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物流管理还处于粗放管理阶段，多数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过程的基

础数据管理缺乏必要的信息化管理设施和手段；许多城市还缺少计量设施，垃圾量还主要依

靠估算，使得生活垃圾清运量、处理量数据统计误差较大；许多城市生活垃圾物流缺乏控制

和记录，新建垃圾处理设施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垃圾处理的效果还不能做出准确评价。  
二、“十一五”城市生活垃圾产量预测  
预计到 2010 年，全国县城以上城市生活垃圾总产量约为 2.5 亿吨，其中设市城市的生活垃

圾产量约为 1.8 亿吨／年（日均约为 49.3 万吨）；县城生活垃圾产量约为 0.7 亿吨／年（日

均约为 19.4 万吨）。  
三、规划原则、目标与任务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统筹城乡发展、统

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  
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提高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

好型社会。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和长效管理为重点，因地制宜，统筹规



划，合理布局，分类指导，创新机制，加强监管，确保设施稳定运行，改善环境，提高居民

生活质量，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可持续发展。  
（二）规划原则  
1.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目标和要求，

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坚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与城市的发展同步规划、配套建设、协调发展。  
2.因地制宜，稳步推进。根据相关的技术政策、规范标准，按区域分类采取经济、合理的技

术手段，最大限度地实现生活垃圾处理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合理确定生活垃圾处理

设施建设规模，避免过度超前。  
3.合理布局，分类指导。按照总体目标要求，根据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对东、

中、西部地区确定不同的规划目标与任务。合理规划地级以上城市、适度安排县级城市和县

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立和完善县城生活垃圾收运系统。  
4.鼓励创新，保障运行。坚持设施建设与体制改革和创新机制相结合，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生

活垃圾收费制度，通过引进社会资本，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化，改革投资和运行管理

体制，确保设施建成后能稳定运行。  
5.优化工艺，控制造价。按照国家有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标准，慎重选择生活垃圾处理

的技术和工艺，适度控制工程建设标准和工程造价。  
（三）规划目标  
统筹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与管理，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建立合理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处置体系，优化配置综合处理技术和设施，提高生活垃

圾处理无害化水平，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向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发展。  
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完善生活垃圾处理市场竞争机制，实现生活垃圾处理产

业化发展。具体规划目标为：  
1.到“十一五”末期，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60％，其中：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达到 70%，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30%。  
2.在全国约 90％以上的县城建立、完善生活垃圾收运体系。  
（四）重点任务  
1.合理布局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缩小不同区域、不同城市规模的生活垃圾处理水平的差距，

促进不同区域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协调发展。  
2.进一步提升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和处理水平，配套完善设市城市垃圾转运设

施。  
3.大力推进县城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重点建立和完善县城生活垃圾收运体系，

提高生活垃圾收集覆盖范围和运输设备水平。  
4.减少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原生生活垃圾填埋量，节省土地资源，鼓励选用先进的焚

烧处理技术。到“十一五”末，东部地区设市城市的焚烧处理率不低于 35%。  
5.逐步统筹城乡生活垃圾管理和处理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实现资源共享，完善现有生活垃圾

处理设施技术改造和污染防治设施，提高无害化处理水平。  
6.选择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城市建设一批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示范项目，为逐步建立规范的

餐厨垃圾收运处理系统取得经验。  
7.在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一些完全由社会融资、按市场机制运作的示范项目。  
8.深化环卫管理体制与管理机制的改革，完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进一步推行生活垃圾

处理设施特许经营或委托经营。  
四、项目建设规划  
（一）技术路线  



1.不同处理技术的选择原则  
在坚持因地制宜、技术可行、设备可靠、规模适度、综合治理和利用的原则下，合理选择不

同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  
(1)卫生填埋处理技术作为生活垃圾的最终处置方式是每个地区所必须具备的保证手段，在

具备卫生填埋场地资源和自然条件适宜的城市，可以卫生填埋作为生活垃圾处理的基本方

案；  
(2）焚烧处理可最有效实现生活垃圾的减容、减量、资源化，在经济发达、土地资源紧张、

生活垃圾热值符合条件的城市，在有效控制二恶英排放的前提下，可优先发展焚烧处理技术；  
(3）在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堆肥产品有出路的城市，可发展适宜的生物处理技术，但对

未普及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城市，应谨慎采用堆肥处理技术；  
(4）鼓励采用对多种处理技术进行有效集成、合理配置的综合处理技术，在实现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的同时，实现垃圾中资源的高效率回收利用。  
2.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地区的技术选择  
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的选择，应该结合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选择符合我国城市生活垃圾

处理技术政策要求的技术路线，技术选择应满足先进性、成熟性、德定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等

几个方面。  
(1)对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可选择先进的，处理技术和设备，同时应采用多种技术有机组合，

所有处理设施必须严格控制“二次污染”；  
（2）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地区，可选用适宜的处理技术和设备，满足我国生活垃圾处

理设施建设标准，同时“二次污染”的控制应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  
(3)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仍以填埋处理技术为主，所建的处理设施在满足卫生填埋场建

设标准的条件下应该尽量因地制宜地节省投资。  
（二）建设项目  
1.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  
合理安排建设项目，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十一五”期间规划新

增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32 万吨／日，其中设市城市为 25.3 万吨／日，县城为 6.7 万吨

／日，详见附表一。  
(1)设市城市  
设市城市规划新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 520 项，总建设规模 25.3 万吨／日，具体项目

清单见附表二。  
(2）县城  
县城规划新增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总规模为 6.7 万吨／日，具体项目由各地在“十一五”
期间根据规划的规模自行分解实施。  
2.城市生活垃圾收运设施  
建设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同时，配套建设垃圾转运设施。在 90%以上的县城建

立、完善收运系统。  
（三）规划布局  
1.处理技术布局  
本着因地制宜、逐步推进、统筹发展的原则，综合各区域自然状况、流域特点、经济水平、

人口密度等因素，调整和优化各处理技术的使用比例，“十一五”期间不同区域的生活垃圾处

理技术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基本类型：  
(1)东部地区，生活垃圾处理应以卫生填埋为基础，在具备条件的城市，鼓励使用焚烧或生

化处理技术进行前处理；  
(2)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生活垃圾处理现阶段应以卫生填埋为主，适度发展其它处理工艺；  



(3）西北地区，生活垃圾处理以卫生填埋技术为主；  
(4）西南地区，现阶段可以卫生填埋处理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焚烧或生化处理

技术的使用比例。  
2.处理能力布局  
综合考虑不同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产量、经济发展状况、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现状水平等因素，

合理安排“十一五”新增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具体安排如下：  
(1)东部地区  
新增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14.37 万吨／日。其中，设市城市规划建设项目 2.15 个，

处理能力 12.27 万吨／日。县城规划建设项目总处理能力 2.1 万吨／日。  
(2）东北地区  
新增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4.52 万吨／日。其中，设市城市规划建设项目 79 个，处

理能力 3.97 万吨／日。县城规划建设项目总处理能力 0.55 万吨／日。  
(3）中部地区  
新增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7.33 万吨／日。其中，设市城市规划建设项目 144 个，

处理能力 5.49 万吨／日。县城规划建设项目总处理能力 1.84 万吨／日。  
(4）西北地区  
新增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3.09 万吨／日。其中，设市城市规划建设项目 45 个，处

理能力 1.95 万吨／日。县城规划建设项目总处理能力 1.14 万吨／日。  
(5）西南地区  
新增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2.68 万吨／日。其中，设市城市规划建设项目 37 个，处

理能力 1.59 万吨／日，县城规划建设项目总处理能力 1.09 万吨／日。  
各地区设市城市及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能力分布情况见表 8：  
表 8 分地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能力分布表 单位：万吨／日  

 

（四）投资估算与资金来源  
1.投资估算  
全国“十一五”期间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总投资为 862.9 亿元（详见附表三），

其中：  
(1)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713.6 亿元，其中设市城市为 579.3 亿元，县城为 134.3 亿元；  
(2）转运及收运设施投资 149.3 亿元，其中设市城市为 116.6 亿元，县城为 32.7 亿元。  
2.资金来源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当地政府是责任主体，

必须履行相应的责任。“十一五”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由地方政府组织建设，国家根据不同

地区的特点给予适当的补助，重点是西部和中部地区。具体补助标准在规划实施中确定。  
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下，各地方要因地制宜，努力创造条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积极吸引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  
（五）实施计划  
“十一五”期间将新增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32 万吨／日，平均每年新增 6.4 万吨／日，

总投资额为 862.9 亿元，平均每年投资额约为 173 亿元。  
考虑到项目的建设周期，各地要在“十一五”前两年抓紧项目前期工作，并尽快开工建设。  
五、保障措施  



（一）技术保障  
1.建立和完善技术标准与评估体系  
生活垃圾处理技术适用性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而且取决于经济适用条件和环境标准要求。

目前，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技术标准体系还不够健全，建立完善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

标准体系和评估体系可以客观地评价各种处理技术的水平，指导并促进我国生活垃圾处理的

健康发展。  
2.组织技术创新，解决关健技术问题  
针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的关键技术问题，组织技术创新、示范和推广应用，组织实施关

键技术与装备国产化示范工程，不断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  
（二）政策制度保障  
1.深化环卫体制改革，促进生活垃圾产业化发展  
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积极引入市场机制，稳步推进环卫体制改革。认

真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促进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化发展。  
通过财政直接投入、补贴及税收优惠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及运

营，建立多渠道投融资体系。  
抓紧建立和完善政府支持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价格、财税、金融、土地等政策，降低企

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扶持企业发展，减轻公众负担。  
2.完善收费制度，推进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工作  
认真落实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建立

稳定的代收载体，提高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率，降低征收成本。城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要加

强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和使用管理，确保处理费专款专用。未开征垃圾处理费的城市，要

限期开征，已开征的城市，要逐步提高垃圾处理费的征收标准，达到补偿运行成本并合理盈

利的水平。目前垃圾处理费不足以补偿运行成本的，地方财政应安排资金，保障垃圾处理设

施的正常运行。  
3.研究开发低成本、长期融资工具  
生活垃圾处理具有低回报、高稳定性、资金需求大的行业投资特点，需要研究开发适当的低

成本、长期限的金融工具来支撑，如信托基金、企业债券、市政债券等，以丰富地方政府的

资金来源。  
（三）管理保障  
1.明确职责，加强协调  
切实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各级地方政府是规划实施的责任主体。各有关部门妻密切配合，

分工负责，争取搞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实施工作。发展改革部门要强化

项目前期工作，加强项目执行中的稽察监督。建设部门要加强对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

施建设和运行的监管，确保项目按期建成，充分发挥效益。环保部门要加强对垃圾处理厂污

染物排放的监督监测，确保达标排放。  
2.规范项目管理，加快设施建设  
严格执行基础设施建设程序，加强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环境影响评价，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建设等部门要切实加强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项目的施工图审查，重点要对垃圾填埋场防渗

设施和垃圾焚烧炉的二恶英控制设施进行严格把关，确保新建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必须达到规

定的质量标准和生活垃圾处理无害化要求。  
3.改革体制，转变政府管理方式  
进一步整合资源，创新体制，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和部门分割，逐步实现区域资源共享，整合

和优化配置，政府主管部门要进一步转变管理方式，从直接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引入市场

机制，逐步实行处理设施的特许经营和委托运营。  



4.完善法规，加大监管力度  
进一步制订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环保

部门要加强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污染物特别是垃圾填埋渗沥液和焚烧尾气排放的监督管理，

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防止二次污染。  
5.加强宣传教育，发动公众参与  
要利用多种媒体加强宣传教育，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提高公众参与生活垃圾资源化的

积极性和自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