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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致力于优化城市垃圾管理的环保组织，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

中心于 2012 年开始关注活动中的垃圾问题，并于 2015 年正式启

动“活动零废弃”项目，聚焦各活动的物资资源管理，与各利益相关

方共同努力，让每一场活动产生的垃圾趋向于零，将活动开展可能

对环境造成的负担减至最低，以此提高活动的环境价值与社会意义，

进一步促使公众在参与活动、关注活动的同时了解更多的环保知识，

逐步养成日常零废弃及垃圾分类的生活习惯，推动环境保护。

2014 年 -2018 年，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已陆续在 28 场活

动中开展零废弃行动，同时，亦曾为部分活动方（意指活动主办方或

活动策划方等）提供顾问服务支持。我们认为“活动零废弃”的践行

应贯穿活动筹备、执行以及后续三个阶段。在活动筹备阶段：为活

动制定物资物料使用建议以推动活动垃圾减量等；在活动执行阶段：

对活动现场垃圾进行分类管理以推动可回收资源的再循环再利用

等；在活动后续阶段：妥善处理经分类后的各类垃圾以减少最终送

往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的垃圾，提高活动的环境价值与社会意义。

我们期望未来能有更多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活动关注并实践“活动

零废弃”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活动零废弃”

 introduction



实践的具体行动，我们根据过往的经验撰写了本实践手册，内容包括：

什么是“活动零废弃”、为什么要推动“活动零废弃”、如何推动“活动

零废弃”等。我们希望能通过本实践手册为未来的“活动零废弃”践行

者提供参考与启发，共同创造更多没有浪费的活动，协力推动废弃物

管理工作。

借鉴和使用本手册内容时，应注明来源于：宜居广州生态环境

保护中心，也欢迎向我们捐赠以支持我们的公益工作。

本手册使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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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什么是“活动零废弃”1

WHY?2 为什么要推动“活动零废弃”

“活动零废弃”是对包括但不限于会议、展览、文体等活动中所使用

的物资资源按照3R原则进行合理管理，即对物资资源进行Reduce（减

量化）、Reuse（再利用）以及 Recycle（再循环），使最终送往垃

圾填埋场或焚烧厂的垃圾减到最少并无限趋于零，将活动开展可能对

环境造成的负担减至最低，以此提高活动的环境价值与社会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文化需求的增加，国内展览、文体等活动的数

量亦日益增加。以广州市为例，前广州市副市长谢晓丹曾于专门会议

上称，近几年，广州年均举办上千人规模大型活动 3600 多场（上万

人次的活动平均每年 300 多场）。

就上千人的大型活动而言，其往往因高关注度和临时性的特点，给社会、

环境以及经济带来不同的影响。由于环保观念的普及度不高、环保意

识的薄弱，目前大部分活动都缺乏合理的资源管理规划，以致出现资

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时亦降低了其社会价值。

1

2
.1 

活
动
带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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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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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徒步类户外活动人均垃圾量约为 0.3kg-0.4kg，若以

广州市一年举办 3600 场 1000 人以上的大型活动来计算，则一年将

从大型活动中产生至少 1080 吨垃圾。如不进行妥善管理，这些垃圾

不仅会影响活动现场的卫生与安全，影响城市环境，还将加剧“垃圾

围城”现状及环境压力。据“宜居广州”对相关活动的垃圾成分数据

统计，在活动中产生的垃圾有 80% 是可回收再循环再利用的资源，

可变废为宝而非仅能通过填埋或焚烧的方式进行处理。

2012 年 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制 定 并 出 台 了《ISO 20121 Event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 systems》；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也在 2015 年发布了《GB/T 31598-

2015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零废弃是可持

续管理中很重要的一环，于活动中践行可持续发展以及零废弃理念将

成为未来国内活动的一大趋势。

目前，“零废弃”已被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并实践，尽可能地减少废

弃物的产生亦被越来越多的公众、媒体提及，越来越多的活动方开始

关注于活动的废弃物产生及处理问题，“零废弃”理念将逐渐成为未

来的发展趋势。

2
.2

 

未
来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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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颖枭：过年丨春节广州将办大型活动 624 宗，2016 年 1 月 28 日，广州日报大洋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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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如何推动“活动零废弃”3

“活动零废弃”的践行离不开活动组织者的推动，也离不开各环节执

行人员的认同与配合。因此，活动前，“活动零废弃”执行方应与活

动方明确在具体活动中希望实现的目标，同时，也应明确活动方中对

接“活动零废弃”执行的相关负责人，识别活动中的利益相关方并评

估可能出现的限制和障碍等，以便更好地落实贯穿活动全过程的零废

弃措施及行动。

为了更好地推动活动中的垃圾减量工作，“宜居广州”建议在形成“活

动零废弃”执行方案前，“活动零废弃”执行方应对具体的活动情况

及背景信息进行充分的调查了解，包括但不限于活动概况（时间、地点、

路线、规模、形式等）。

同时，“活动零废弃”执行方还应与活动方共同围绕“过往举办的活动中，

产生较多的废弃物是什么”以及“即将举办的活动中，将会使用的物

3
.1 

活
动
筹
备
阶
段

3.1.1    明确目标，确定职责

3.1.2     活动背景调查，掌握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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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物料是什么”的问题进行梳理，以便更好地对活动中将使用到的物

资物料按照 3R 原则（Reduce、Reuse、Recycle）进行提前规划，

并对所可能产生的废弃物类型进行了解分析，为后续零废弃方案的制

定与垃圾后端处理渠道的确定提供方向。

在明确“活动零废弃”目标、了解活动的背景以及物资物料使用计划

的基础上，“活动零废弃”执行方应综合各资料信息及活动性质特点，

形成有效可行的废弃物管理策略与零废弃执行方案，相关的零废弃行

动方案还应考虑活动参与者的参与体验。

3.1.3     方案形成，推动落实

可持续垃圾管理

Reduce
避免垃圾产生

Reuse
物尽其用

Recycle
循环再用

Disposal
丢弃

采用零废弃设计

延长物品使用寿命

优先考虑利用现有资源或租用而不是重新购买

使用危害较小的材料

通过检查、清洁、维修、翻新，重复使用物品

不需要时通过转赠或转售给需要的人

变废为宝、分类回收

填埋或焚烧

07

图 1 可持续垃圾管理优先次序
理念来源：欧盟 Waste Hierarchy



“宜居广州”建议相关的零废弃方案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简述“活动零废弃”

执行方将于活动中为活动方

提供哪些零废弃服务以及

“活动零废弃”的开展希望

得到活动方的哪些支持；

（2）根据前期对活动物资物料使用计划的了

解，向活动方提出活动物料使用建议，对活动物

资资源进行规划管理以推动物资资源的减量化、

再循环、再利用。活动减废建议需根据不同的活

动性质以及物料使用计划进行制定，同时，也需

与活动方共同讨论完善并考虑参与者的参与体

验。本手册第四部分将列举两种类型活动的减废

建议，供大家参考；
（3）贯穿活动的“活动零

废弃”宣传计划以推动更多

的活动参与者及相关人员参

与其中；
（4）活动现场的垃圾分类安排计划，如：垃圾

分类点的位置、分类的垃圾类型、现场垃圾分

类指引计划等；（5）垃圾分类后的回收处理

方案计划。

活动参与者以及活动工作人员、志愿者、现场其他摊位宣传人员是现

在“活动零废弃”的推动与践行上，需要“活动零废弃”执行方对物

资资源进行可持续规划管理计划，从源头开始思考减量化、再利用以

及再循环，并协同活动方共同减少活动废弃物的产生。同时，还应提

前规划活动中的垃圾分类安排以及后续的妥善处理问题。

3.1.4     提前告知，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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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场垃圾分类管理的参与者以及“活动零废弃”的共同创造者，因此，

活动相关工作人员应于活动前通过邮件告知、微信公众号宣传、活动

说明会宣讲、志愿者培训等形式告知活动参与者以及志愿者、工作人员、

其他人员现场的垃圾分类安排，并呼吁大家采用各种环保措施参加活

动以及参与现场垃圾分类，以更好地推进“活动零废弃”目标的实现。

提前告知活动参与者

提前告知活动相关工作人员以及活动志愿者

除了活动前通过邮件告知、微信公众号宣传、活动说明会宣讲等形式

告知活动参与者现场的零废弃行动（如：现场垃圾分类安排、活动减

废措施行动等）外，活动方亦可考虑在活动报名之初便向活动报名者

告知该活动的“活动零废弃”计划，让活动参与者对此有更多的了解

与准备，或面向活动报名者设计发起“活动零废弃”挑战，鼓励更多

的活动参与者参与其中，共同创造没有浪费的活动。

尽管活动相关工作人员以及活动志愿者在活动中有着不同的任务分工，

但他们都有可能在活动过程中产生垃圾或被活动参与者问及活动现场

的垃圾桶位置。因此，“活动零废弃”执行方应在工作人员及志愿者

的培训会上，向相关工作人员及活动志愿者介绍本次活动的零废弃行

动、垃圾分类点位置等，让其与活动参与者一同分类回收活动现场的

垃圾，协助告知活动参与者活动现场垃圾分类点的位置，协力共创没

有浪费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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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动
执
行
阶
段

除了源头减量外，活动垃圾的分类管理也尤为重要。活动现场的垃圾

分类管理有助于推动活动中可回收资源的回收再利用，从而减少最终

需送往填埋或焚烧的垃圾。

一场活动的开展往往会设置有企业摊位宣传或有为活动供应食品、饮

品等的供应商，其摊位产生的垃圾也是活动垃圾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

应提前制定相关的环保须知并与相关的供应商进行充分的沟通以获得

理解与合作。环保须知中应涉及现场的垃圾分类安排，同时，亦可建

议供应商提供可循环使用的餐具提供食物等。另一方面，也可通过与

现场供应付费食品的商户合作，制定如：顾客自带杯可减免饮品部分

费用等优惠政策鼓励活动参与者一同践行“活动零废弃”。

3

4

提前告知现场摊位人员或供应商

提前链接垃圾后端处理渠道

为确保经分类后的活动垃圾最终都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在确定零废弃

方案后，“活动零废弃”执行方还应具体落实垃圾后端回收处理渠道

以及相关的运输问题，提前对相关的工作做好准备。

3.2.1     垃圾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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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的垃圾分类准则即活动现场将活动垃圾分为几类，各类别包

含什么垃圾。现场的垃圾分类准则应根据活动当地的垃圾后端处理情

况以及预计产生的活动废弃物类型确定，确保经分类后的各类垃圾最

终都能得到妥善的处理。例如：在徒步类的活动中，如预计可能会产

生较多的“塑料瓶”，则可在该活动的垃圾分类准则中将“塑料瓶”

分类回收，即可考虑将该活动垃圾分为四类：

另一方面，由于剩余饮料直接倾倒在草地上或花丛中会对植物、土地

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还应根据活动的情况于垃圾分类回收桶附近

增设液体倾倒桶以收集饮料瓶内未喝完的饮料或于餐饮区附近的垃圾

分类回收桶增设厨余汤汁倾倒桶以收集剩余汤汁，并于活动结束后统

一妥善处理。

塑料瓶 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
（除塑料瓶外的）

可回收物

图 2 “宜居广州”于某活动中设置的垃圾分类点

活动前，“活动零废弃”执行

方应与活动方、现场保洁负

责人充分沟通并根据活动情况

合理安排垃圾分类点位置及数

量。

1 现场垃圾分类准则

2 垃圾分类点数量及位置安排

11



根据“宜居广州”的经验，活动起终点以及活动沿途补给点或休息处

附近应设置相应的垃圾分类点，以便活动参与者在休息或补给食物后

能更快速地找到垃圾分类点位置并参与现场垃圾分类。

图 3 “宜居广州”制作使用的“厨余垃圾”
分类指示牌

明显的垃圾分类指引告示可以帮助活动参与者更好地了解各类垃圾的

分类准则，并正确地进行分类投放。

左图为“宜居广州”制

作使用的“厨余垃圾”

分类指示牌，通过实物

图片与文字的结合，直

观地告知活动参与者哪

些 物 品 属 于“ 厨 余 垃

圾”，促使其将手中的

垃圾正确地分类投放到

相应的垃圾分类桶中。

尽管在活动前已提前告知活动参与者相关的垃圾分类准则，但大部分

活动参与者未必都能立即对垃圾进行正确的分类投放。因此，垃圾分

类点还应配备明显的垃圾分类指引告示及垃圾分类指引工作人员及专

项志愿者。

1 明显的垃圾分类指引告示

3.2.2     垃圾分类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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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垃圾分类指引专项志愿者指引活动参与者正确分类

为了更好地推动活动参与者参与现场垃圾分类并正确分类投放所产生

的活动垃圾，“活动零废弃”执行方还应根据活动规模为每个垃圾分

类点配备垃圾分类指引工作人员及专项志愿者于垃圾分类点旁指引活

动参与者、活动其他志愿者及工作人员对产生的活动废弃物进行正确

的分类并做好垃圾分类点的管理工作。

2 垃圾分类指引工作人员及专项志愿者

根据“宜居广州”的经验，对于徒步类活动而言，于沿途补给点附近

设置的垃圾分类点应安排至少 1 名站点统筹人员（工作人员）以及 3

名垃圾分类指引专项志愿者以更好地进行垃圾分类指引、分类讲解和

站点管理。而活动起终点位置往往会在一个时间段内聚集较多的活动

参与者，因此，应配备更多的垃圾分类指引专项志愿者进行现场指引

与协助。

13



为了更好地了解活动垃圾的产生情况以及具体的分类成果，“活动零

废弃”执行方还应安排相关的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对分类收集到的各类

活动垃圾进行称量统计，做好活动废弃物的重量统计以及各类废弃物

的类型记录。

厨余垃圾 5.5kg

8.5kg 4.5kg

6.5kg

1

6.5kg

5.5kg 1.5kg

2kg

2

3.5kg

3 4

15.5kg

5 总重量 垃圾成分中前三种类

塑料瓶、纸皮

香蕉皮、剩余面包、剩余饼干

纸巾、食品包装袋、塑料袋

分类点名称： 记录人：

可回收物 20kg

其他垃圾 8.5kg

垃圾种类

每袋重量

上表为“宜居广州”制作的垃圾审计示例表，“活动零废弃”执行方

需根据活动的垃圾分类准则以及具体需求进行调整。此外，除了称重

并记录各类垃圾的重量外，还应观察各类垃圾成分中数量最多的垃圾

分别是什么。如：示例表中，经观察，“厨余垃圾”最多的为“香蕉皮”、

“剩余面包”、“剩余饼干”，这些观察与记录将为未来的活动开展

提供减废参考。

表 1 垃圾审计示例表

3.2.3     垃圾审计

14



上图为根据垃圾审计表统计的数据制作的垃圾分类成果示例图，通过

图例的形式直观地向活动方、活动参与者等展示本次活动中大家共同

努力的垃圾分类成果，用实实在在的垃圾减量数据鼓励其继续参与下

次的“活动零废弃”行动，参与垃圾分类。

活动的举办往往会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以及社会参与性，因此，在活

动现场向活动参与者开展相关的环保行动倡导与宣传亦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在过往的活动中，“宜居广州”曾通过活动的平台，面向活动

参与者开展如：厨余垃圾处理的讲解、各类可回收物品循环再造的展

示与说明等，进一步让活动参与者了解到垃圾经分类后的回收处理路

可回收物
46% 其他垃圾

19%

厨余垃圾
35%

活动垃圾
共计 44KG

3.2.4     环保行动的倡导与宣传

15

图 5 垃圾分类成果示例图



除了源头减量以及现场垃圾分类外，活动结束后妥善处理各类活动垃

圾，使活动垃圾都能得到合理的回收处理，并使最终送往填埋或焚烧

的垃圾减至最少，且尽可能趋于零亦十分重要。因此，“活动零废弃”

3
.3

 

活
动
后
续
阶
段

因此，建议“活动零废弃”执行方与活动方在活动中增加环保方面、

垃圾分类方面的倡导与宣传，推动活动参与者关注并践行零废弃理念、

可持续发展理念。

图 6 志愿者在活动中向活动参与者展示再生物品

3.3.1     妥善处理各类垃圾

16

径，也进一步增加了社会公众的垃圾分类知识，倡导其从日常生活开

始践行零废弃与参与垃圾分类。



执行方应于活动前提前联系并确认各类活动垃圾的后端处理渠道及相

关处理安排。

同时，“活动零废弃”执行方与活动方还应于活动结束后通过微信文

章或其他形式向活动参与者及公众回顾本次活动的零废弃执行情况、

垃圾分类情况以及后端处理安排，这也将有助于活动参与者或其他公

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下一次活动的环保行动中，协力创造没有浪费的

活动。

在活动中践行零废弃可以从方方面面入手，从物资物料的使用到现场

废弃物的管理，从活动前的倡导宣传到活动中的零废弃行动，“活动

零废弃”的行动可以在每一次的活动中不断完善提升。

因此，每次活动结束后，“活动零废弃”执行方应回顾活动各阶段的

零废弃行动，并结合具体执行情况以及利益相关方（活动方、活动参

与者等）的反馈进行总结评估，对不足及经验进行总结分析，为未来

活动做更详尽、更优化的“活动零废弃”方案计划提供参考。

3.3.2     活动总结评估

17



从源头开始行动是减少活动垃圾量的关键一步。在活动开始前，“活

动零废弃”执行方可以根据经验以及活动的物料使用计划表向活动方

提出相应的减废建议。减废建议需根据具体的活动情况而定，同时，

也应考虑活动参与者的参与体验。本部分将主要列举两种类型活动的

减废建议，供大家参考，也欢迎大家向我们补充更多的减废建议。

4
.1 

减
废
建
议

每年各处都会开展大大小小的各类会议，由于会议开展的空间比较集

中，因此，也利于推动与会者一同践行零废弃。另一方面，如果没有

对会议物资物料进行妥善规划，会议的举办亦有可能造成较大的浪费。

下面，“宜居广州”将列举一些会议现场的物料使用建议，供大家参考：

TIPS
助力小建议4

会议类活动 徒步类活动

4.1.1    会议类活动

18



会议现场物料使用
建议参考

电子屏幕

喷绘背景板

替换数字

20

20XX

1、优先考虑使用电子屏幕／

投影仪进行会议主题宣传；

2、在无法采用电子屏幕／投

影仪的情况下，可考虑设计

适合循环使用的内容，如避

免出现时间信息，方便循环

利用，如横幅上的年份可采

用替换数字的形式多次使用。

背景板

1 9

宣传物料

19



海报

纸质宣传单张

APP/ 网站 / 公众号

活动结束后，活动海报可考虑：

1、用于下次活动的宣传使用，因此，海报内容应

避免出现具体的时间信息；

2、重复再利用海报背面空白的位置，如使用海报

的空白背面替代大白纸作为讨论用纸。

海报

1、优先考虑使用电子版，可引导

参与者通过关注公众号／社群公告

／网站／ APP 进行阅读，逐步推

行“无纸化”，减少纸张及油墨的

使用；

2、如需要对宣传单张进行印刷，

建议尽量使用再生纸以及大豆油

墨一类的环保型油墨进行印刷；

3、缩减宣传单张内容，可于单张上提供电

子版二维码供与会者转发分享；

4、鼓励与会者按需领取并向其他与会者传

阅，同时，会议现场设置宣传单张回收点，

回收与会者看完且无需带走的宣传单张。

宣
传
单
张

环保油墨印刷

大
豆
油
墨

二维码分享

回收点回收

20



会议物资

1、优先考虑使用“废弃”物料代替讨论用纸，

如使用“废弃”海报代替讨论用的大白纸；

2、文件／一般用纸建议优先考虑使用“废弃”

纸张／再生纸。

* 此处的“废弃”指纸张的一面被使用过但另

一面并没有被使用，或不影响继续使用。

建议循环使用

胸卡套，用后

回收再利用。

1、考虑采用电子版的会议指南，同时，提

供少量的纸质版会议指南给现场有需要的

参会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考虑安排

打印机在现场按需进行现场打印）；

2、可考虑使用大白纸（或“废弃”海报纸）

书写会议议程，张贴于会议场地中，让参

会者在会场中明确获知相关信息。

会议指南

讨论用纸

采用电子版

大白纸或
废弃海报

胸
卡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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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

建议可先使用完原有已购买的文具，避免新物品

消耗。如需采购文具，建议采购相对环保的文具：

（1）蓝丁胶，用于粘贴纸张，可重复使用；

（2）无钉钉书机，用于装订文件或使用回形针，

用后回收保存再利用；

（3）可重复补充墨水的白板笔，减少一次性用笔

的消耗；

（4）公共讨论总结时可尽量使用白板书写代替大

白纸，或采用投影仪演示的方式；

（5）可充电电池，代替一次性干电池的使用。

提前向与会者发送环保参会指引，提醒与会者共同

做出行动环保参会，同时，亦告知与会者现场垃圾

分类安排以使其有初步了解。

会议签到可考虑使用线上签到工具

或扫码填写线上问卷的形式进行，

推动会议电子化、会议垃圾减量化。

鼓励自带笔记本、笔或其他文具，

避免新物品的消耗。

签
到

其
他
文
具

参
会
指
南

文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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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不提供一次性杯具，同时：

1、鼓励参会者自带水杯环保参会；

2、与场地方协调提供可多次使用的杯子。

会议杯具

会议不采购不提供瓶装矿泉水，可提

供开水或大容量桶装水（18.9L）。

会议饮用水

1、选购无包装（如：无包装

的水果）以及大包装（如：

若提供现场咖啡建议购买大

罐装的咖啡而非独立包装的

咖啡，避免产生多余的一次

性包装物品）的食品；

2、建议优先考虑选购公平

贸易类商品。

会议茶歇

会议餐饮

23



4、建议均衡考虑，可多选择素食

并避免过多的肉食。

1、建议尽量考虑外出就餐，可考虑安排错峰就餐，避免外卖垃圾的产生；

如综合考虑后，仍需外卖就餐，建议考虑：

（1）选择产生垃圾较少的大包装食品（如：pizza 等），减少小包装；

（2）与商家协调，让商家提供可循环再用的餐具，用后归还；

（3）与场地方协调提供可循环再用的餐具；

（4）鼓励与会者自带餐具，以尽可能地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

2、外出就餐，尽量选择非一次性

餐具餐厅并考虑自助餐的形式，

鼓励与会者按需取食并践行“光

盘行动”；

3、围餐建议按照人数适当预估食

物数量，并倡导“光盘行动”；

会议的减废建议还可能包括其他方面，需要“活动零废弃”执行方根

据活动方提供的物料使用计划进行调整，在具体的操作上也应共同讨

论改进以便制定出更为有效可行的会议减废建议。

会
议
就
餐

租借餐具

24



徒步类活动现场物料
使用建议参考

1、优先考虑制作电子版，引

导参与者通过关注公众号／

社群公告／网站／ APP 等进

行阅读转发；

2、如需印刷纸质版，建议合理

安排印刷数量并尽量使用再生

纸以及大豆油墨等一类的环保

型油墨进行印刷；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健康生活的关注，徒步类活动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喜欢，举办的数量也日渐增多。一场徒步类活动的参与人数一般在几百

人到几千人不等，但当中产生的垃圾问题亦是不容忽视的方面。“宜居广州”

自 2014 年起，已陆续在多场徒步类活动中开展“活动零废弃”行动，以下

为我们总结的针对徒步类活动的物料使用建议，供大家参考：

宣
传
单
张

采用电子版

环保油墨印刷

大
豆
油
墨

宣传物料

4.1.2    徒步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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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宣传页上可提供电子版二维码供活动

参与者转发分享给朋友／家人／队友等；

4、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单张回收点，回收

参与者阅读完无需带走宣传单张，避免广

派宣传单张，产生大量废纸，同时，相关

的宣传可以主要以讲解为主。

1、优先考虑使用电子屏幕进行活动

宣传或活动信息告知；

2、无法采用电子屏幕的情况下，建

议考虑设计适合循环使用的内容，如

避免出现时间信息，考虑循环利用至

下次的活动中。

1、建议制作并使用电子版，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纸张

浪费；

2、如需制作纸质版，建议考虑印刷内容是否为必须，

尽量缩减内容，并尽量使用再生纸以及大豆油墨一

类的环保型油墨。

背景板

可再生纸印刷

二维码分享

回收点回收

活
动
指
南

电子屏幕

可替换数字

20 1 9

20XX

场地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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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设计制作适合循环使用

的内容，同时，采用可循环

再利用的形式，如采用门型

展架 + 海报的形式，提高多

次利用率。

注：由于目前的 KT 板较难回收处理，同时，重复利用的运输过程中，容易产生破损，

建议尽量少选用该材质制作宣传展板。

宣传展板

选购无包装／大容量包装的物品以减少包装物的产生。水果／包装食物

门型展架 海报

补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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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议提供大容量（如 18.9L）的水桶，

并呼吁活动参与者自带水壶到补给点取水；

2、如必须要使用小瓶瓶装水进行补给，

建议不将整瓶水提供给参加者，并呼吁参

加者自带水壶到补给点取水。

采用可循环使用的马甲代替 T 恤，

使用后回收清洁、储存并于下次

活动中循环使用。

志愿者服装

徒步类活动的减废建议及行动还可能包括其他方面，如可以在活动参

与者报名参加活动时设置选项询问活动报名者是否需要相关的活动物

资（如：是否需要纸质版的活动指南、活动衣服等），活动方根据活

动参与者的需求对活动物料进行制作并鼓励活动参与者零废弃参加活

动。更多有效可行的活动减废建议需要“活动零废弃”执行方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调整，并与活动方在具体的操作上进行充分的沟通。

其他

饮
用
水

28



4
.2

 

志
愿
者
培
训
建
议

活动的举办离不开志愿者的协助与支持，无论是医疗志愿者还是补给

志愿者，他们都在活动的各个岗位上尽自己的所能进行协助。而活动

现场的零废弃行动亦离不开志愿者的协助与支持。为了更好地让活动

参与者参与现场的垃圾分类，“宜居广州”建议活动现场设置的各垃

圾分类点应安排适量的垃圾分类指引专项志愿者对活动参与者进行垃

圾分类指引，同时，也应向其他活动志愿者培训说明现场的垃圾分类

安排以共同推动“活动零废弃”。

志愿者管理涉及方方面面的考量，本部分主要向大家分享我们在对垃

圾分类指引专项志愿者以及活动其他志愿者进行培训时涉及的培训内

容，供大家参考：

1 活动介绍及现场分工安排

面向相关志愿者说明活动的情况、志愿者们的现场分工安排、工作内

容等，让其对活动的整体以及自己于活动当天的安排有基本的了解。

对于垃圾分类指引专项志愿者的培训，“宜居广州”建议应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内容：

4.2.1    垃圾分类指引专项志愿者

29



面向相关志愿者说明本次活动的垃圾分类准则以及垃圾处理计划，让

志愿者充分了解现场的垃圾分类要求并更好地指引活动参与者于现场

进行正确分类。

3

4

5

现场垃圾分类准则介绍

志愿者工作内容及注意事项

其他事宜

面向相关志愿者说明活动当天的具体工作内容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

交通建议、餐饮安排等。

30

2 为什么需要垃圾分类

面向相关志愿者说明活动现场进行垃圾分类的必要性及相关活动的垃

圾减量案例，让志愿者了解并认同活动现场的垃圾分类安排以更积极

地于活动中指引其他人进行垃圾分类。



大型活动中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往往有数百人，他们也是现场零废弃

行动中很重要的参与者。因此，“活动零废弃”执行方以及活动方还

应在面向活动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志愿者的培训会上增加垃圾分类方面

的培训和说明。

4.2.2    活动其他志愿者

31

相关的培训说明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 1）为什么需要垃圾分类；

（2）现场垃圾分类准则介绍；

（3）现场垃圾分类点的位置。

通过相关的介绍说明，让活动其他的志愿者以及工作人员也了解现场

的垃圾分类安排，同时于活动现场一同参与垃圾分类并告知有需要的

活动参与者现场垃圾分类点的位置。



零废弃并非遥不可及，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活动方关注并实践“活

动零废弃”。“活动零废弃”的践行需要活动各方的共同努力，从

活动前的沟通规划到活动中的垃圾分类到活动后的垃圾妥善处

理都需要得到各方的认同与支持，同时，还需考虑活动参与者的

参与体验。本实践手册主要向大家分享了我们的一些相关经验，

如有不足之处也欢迎大家提出完善，更多的执行细节问题还需要

大家根据具体的活动情况进行协调调整。

在此，“宜居广州”也衷心感谢所有活动方对我们的信任，与我们

一同探索“活动零废弃”的可能性；感谢所有参与到各个“活动零

废弃”行动中来的活动参与者、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感谢你们与

我们协力创造没有浪费的活动；感谢「阿拉善 SEE 基金会」对“活

动零废弃”项目的支持。

行动就是力量，“宜居广州”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伙伴与我们一

同探索“活动零废弃”的无穷可能，一同创造没有浪费的活动。

结语
per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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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至 2018 年，“宜居广州”

的“活动零废弃”项目已陆续在

28 场活动中开展零废弃行动，

同时，亦为其他的活动方提供顾

问服务支持。我们也期望未来能

有更多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活

动关注并实践“活动零废弃”以

及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了让大家

更好地了解“活动零废弃”实践

的具体行动，本部分将主要向大

家分享三个不同类型的活动案

例：会议类、运动类以及庆典类

的活动在活动中践行零废弃行

动都有些怎样的措施，希望能对

未来的行动有更多的启发。

CAS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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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劲草同行—成长期环保
组织关键人才支持项目
2017年会

时间：2017/3/24-3/26 地点：广州 规模：100 人

ZERO WAsTE EVENT

2017年 3月24-26日，劲草同行-成长期环保组织关键人才支持项目（以

下简称：“劲草同行”）2017 年会于广州开展，会议为期 3 天，涵盖 2 个

会议场地，100 多名参会人员。

35



1

本次会议的零废弃行动贯穿会议筹备阶段、会议执行阶段以及会议后续阶

段，对可能使用的物资资源按照 3R 原则进行规划管理，从源头开始思考

减量化、再利用以及再循环。

在一场活动中，活 动宣传 背景板常能较为明显地突出该场活动的主题内容

等，但喷绘而成的背景布难以回收，常是令人头疼的垃圾来源。本次会议的

背景板采用 LED 电子显示屏及投影的形式向与会者呈现会议主题信息，

避免制作产生难以回收的背景布。

本次会议的横 幅内容设计为适合循环使用的内容，方便重复再用，主要体

现为：横幅上的年份“17”采用替换数字的形式呈现，在任何年份均可重复

使用。

图／投 影仪显示 会议主题信息 图／会议横幅设计可重复使用

布场物料：减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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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而在 2018 年的年会上，该横幅

中的数字“7”被替换成了数字“8”，

以达到重复使用该横幅的目的。

图／ 2017 年会议横幅于 2018 年再利用
图片来源／“劲草同行”微信公众号

图片处 理／宜居广州

图 / 会议讨论用纸及时间提示牌 图／会议 胸卡

此外，胸卡作为参会人员的身份识别，本次会议的胸卡套采用租借的形式，

避免了因一次会议而产生新的闲置物品。

本次会议使用的讨论用纸是“废旧”海报纸的空白背面，而时间提示牌则是

使用废弃 KT 板改造而成，践行物尽其用。

	

会议物资：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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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参会人员自带水杯 & 会场提供可循环水杯

     可循环水杯代替一次性塑料瓶／一次性杯的使用

会议前，会务人员向会议参与者发送了环保参会提示提醒参会人员带上环

保五件套：水杯、环保袋、便携餐具、手帕以及洗漱用品，减少一次性用品

的使用。同时，会议现场不提供一次性杯，仅提供少量可循环水杯供有需要

的参会人员使用，从源头开始减少一次性塑料瓶及一次性杯的使用。

目前，大部分会议都会设置茶歇时间让参会人员稍作休息，因此，如何在茶

歇环节更好地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次会议主要对杯

具的使用以及所购买的茶歇物品进行减量化。

1

茶歇物品：减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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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茶 歇 食 物尽量 选 购无 包 装 或 大 包 装

物品，减少一次性包装的使用

图／茶歇物品

为了更好地让参会人员

了解到现场的环保行动，

并让其参与其中，本次会

议的会前通知提前告知

了参会人员会议现场的

垃圾分类安排以及分类

准则，同时，会议现场也

由主持人以及志愿者对
图／现场垃圾分类

除了对会议物资资源进行合理的规划管理外，会议现场还设置了垃圾分类

点，根据会议前对可能产生的废弃物类型进行预估，将本次会议垃圾分类为：

可回收物、厨余垃圾以及其他垃圾三类。

参会人员进行垃圾分类的介绍与指引。最终，为期 3 天的会议共分类回收

到了47% 的厨余垃圾、38% 的可回收物以及 15% 的其他垃圾。

2

现场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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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类垃圾的妥善处理

图／工作人员将厨余垃圾投放至
厨余处 理设备中

图／垃圾分类成果图
可回收物

38%

其他垃圾
15%

厨余垃圾
47%

劲草同行 2017 年会
共计 21.68KG 垃圾

本次会议的各类垃圾在会议结束

后也得到了妥善的处理：38% 的

可回收物交由了再生资源回收人

员进行回收处理，47% 的厨余垃

圾被送至“宜居广州”办公室进

行堆肥处理，15% 的其他垃圾则

进入市政系统，进行填埋或焚烧。

	

会议现场的垃圾分类成果离不开现场参会人员、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们

的协力，而为了更好地践行 3R 原则，会议结束还应对各类垃圾进行妥善

的处理，并将相关的分类成果以及处理方式告知参会人员，增加其对零废

弃行动的认识以及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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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会议餐食

本次会议的午餐采用自助餐形式，参会人员按需取食，同时会务人员亦在

会前通知中倡导参会人员践行“光盘行动”，避免浪费；会议晚餐则为桌餐

形式，由于不同的人饭量不同等原因，晚餐时间造成了不少的饭菜浪费，因

此，也建议会务人员在预定桌餐的过程中，遵循少点两道菜的原则，即每桌

计划就餐人数 -2= 每桌饭菜预定数量。同时，应及时留意未“光盘”原因，

并注意适当调整。

     会议议程

本次会议倡导推动无纸化，因此，并未向参会人员派发纸质版会议议程，主

要通过于微信沟通群中发布每日议程的形式，告知参会人员每日会议议程

安排。但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参会人员反映会议议程完全电子化不方便，希

望可以充分利用其他物料印刷简单的日程安排，如充分利用胸卡套内纸张

的背后空白位置打印会议议程等。

另一方面，也建议会议资料文件可逐步推行无纸化，同时，亦可准备少量纸

质版资料提供给有需要的参会人员并注意会后回收再利用，或通过书写的

方式于大白纸上书写会议议程并张贴于会议现场明显位置。

本次会议倡导零废弃，推动践行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诚然，在这一过

程中还有些许的不足之处有待改进，在不断践行零废弃之余还需考虑各方

的习惯需求：

反思与总结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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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本次会议也通过各个环保措施对会议物资资源进行了减量化、

再利用、再循环的管理并使最终送往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的垃圾减到最少，

推动并践行会议零废弃。会议零废弃的践行需要会议组织方以及参会人员

的共同努力，其贯穿会议前的物资物料准备及会前通知、会议现场的垃圾

分类以及会议结束后对会议垃圾的妥善处理。在此，我们也欢迎大家补充

实践更多的会议零废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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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小米·橙色跑 
—珠海站

时间：2018 年 3 月 31 日 地点：珠海 规模：500 人

ZERO WASTE EVENT

2018 年 3 月 31日，「小米·橙色跑」2018 年第一站在珠海开跑，当天，“宜

居广州”亦与现场的米粉们一起为TA 添了点绿，一起践行“活动零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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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带水杯，减少一次性塑料瓶的使用

本次活动开始前，活动主办方向活动参与

者发送环保小提示，提醒活动参与者带上

水杯参加活动，减少一次性塑料瓶的使用。

而活动中，也有不少的参加者自带了水杯。

1

本次活动的零废弃行动贯穿活动筹备阶段、活动执行阶段以及活动后续阶

段，对使用的物资资源按照 3R 原则进行规划管理，从源头开始思考减量化、

再利用以及再循环。

图／活动现场

源头减量

1

图／自带水杯参加活动的参与者
图片来源／朱浠汐

图片处 理／宜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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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给水以提供大容量桶装水为主，

用后返还给供水方

本次活动的补给用水主要以大容量

（18.9L）桶装水为主，整场活动一共

用了 14 桶 18.9L 的 桶装水，相当于

529.2 瓶 500ML 的瓶装水容量，减

少了约 529 个 500ML 的一次性塑料

瓶的使用，而本次活动使用后的桶装水

的桶也已由供水方进行回收再利用。

     不锈钢杯子代替纸杯，减少一次性纸杯的使用

本次活动除了呼吁活动参与者自带水杯到补给点取水外，现场还提供了不

锈钢杯子给活动参与者取水，减少一次性纸杯的使用。同时，现场也对使

用后的杯子进行回收，经过清洗消毒后的杯子将在下次活动中继续使用。

图／补给点提供的不锈钢杯子    图片来源／朱浠汐
图片处 理／宜居广州

图／补给点提供的大容量桶装水
图片来源／朱浠汐

图片处 理／宜居广州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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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了更好地妥善处理各

类垃圾，活动当天，“宜

居广州”分别在现场的 4

个补给点旁设置了垃圾

分类点，和现场的活动参

加者、工作人员以及志愿

者一起参与垃圾分类。

图／现场垃圾分类装置

现场垃圾分类

最终，本次活动共分类收集到了45.27kg 的活动垃圾（不含搭建物），其中

包括了 51% 的厨余垃圾以及 34% 的可回收物。

图／垃圾分类成果图
可回收物

34%

其他垃圾
15%

厨余垃圾
51%

垃圾共计
45.27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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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动现场环保宣传：废弃物的循环再造

为了更好地让活动参与者了解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以及垃圾的后续处理，

活动当天，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一个互动区，向活动参与者展示介绍分类回

收后的这些可回收物和厨余垃圾可以循环再生变成什么样的物品。

图／志愿者向活动参与者展示 介绍再生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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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结束后，51% 的厨余垃圾被送

至了“广东惜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堆肥处理；34% 的可回收物亦

送至了“广东惜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回收处理，经过精细分类后的

ta 们将统一运输至相应有资质的回

收处理企业进行回收处理；15% 的

不可回收的其他垃圾则进入了市政

系统，进行填埋或焚烧。

本次活动通过源头减量、现场垃圾分类以及活动后对垃圾进行妥善处理使

活动最终送至垃圾焚烧厂或填埋场的垃圾减至最少。除了对活动垃圾进行

分类外，活动现场也增加了其他的环保宣传互动内容，通过活动向活动参

与者传递更多相关的垃圾分类知识，在增加活动参与者的了解的同时，亦

从另一个角度告知活动参与者分类回收的物品循环再造的可能性，让其对

现场的垃圾分类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垃圾分类更有信心。

诚然，徒步类的活动中还可以增加其他方面的环保措施行动，更多的可能

性也正在发生着，欢迎大家向我们补充更多的措施方案。

图／厨余堆 肥处 理机

4

5

活动后垃圾的妥善处理

反思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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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第二届
「丰年庆」

时间：2018/11/24-11/25 地点：
广州2 天规模（大约）：5000 人次

ZERO WASTE EVENT

2018 年 11 月 24-25 日，第二届「丰年庆」如约而至。本届的主题是：

Hé作好生活，现场除了有有机市集、音乐分享会、展览、论坛外，也增

加了不少的环保元素，不止 Hé作好生活还 Hé作环保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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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源头减量

图／活动现场

图／现场碗筷出借及归还处 图／活动方设置的碗筷清洗区域

图／摊主提供玻璃杯供顾客试喝

     提供碗筷租借服务，减少一次

性餐具的使用

本次活动现场增设了碗筷出借及

归还处，现场的参加者可以在该摊

位租借碗筷试吃现场提供的食物

     提供玻璃杯试喝，减少一次性

杯的使用

本次的活动中也有部分市集摊主

开始关注环保，并准备了玻璃杯供

顾客试喝，减少一次性杯的使用。

1

2

或于现场食用所购买的食物，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

同时，活动方也于活动现场设置了清洗区域并提供米糠、清水等清洗用品供

活动参与者自行清洗使用后的碗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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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动现场垃圾分类

活动现场除了一些环

保元素的设置外，也设

置了垃圾分类点，和参

与者以及摊主一起分

类回收所产生的各类

垃圾，并学习相关的垃

圾分类知识。

同时，本次活动的门票中亦注明了垃圾分类点的位置与互动信息，吸引更

多的公众参与到现场的垃圾分类中来。

图／公众在垃圾分类点学习如何进行垃圾分类

图／「丰年庆」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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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动后垃圾的妥善处理

最终，活动共分类回收到了 66.19kg 的活动垃圾，其中有 75% 的厨余垃

圾以及 13% 的可回收物。

活动结束后，各类垃圾都被分

类进行了妥善的处理，其中，

75% 的厨余被送至“宜居广

州”办公室进行堆肥处理，

13% 的可回收物则被送至资

源回收站回收处理，其他垃圾

则进入市政系统进行焚烧或

填埋。

图／垃圾分类成果图
其他垃圾

12%

厨余垃圾
75%

垃圾共计
66.19KG

可回收物
13%

图／被投放至堆 肥设备的厨余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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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活动现场设置的互动区

同时，活动亦提倡物尽其用，活动结

束后，互动区内曾经陪伴大小朋友

们度过开心时光的稻草最后也都由

有需要的伙伴带走了，ta 们也将在

其他地方继续发挥 ta 们的作用。

图／线上沟通群

4 反思与总结

2017 年 -2018 年，广州城乡汇、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春田计划等

组织分别主办了两届的「丰年庆」活动，庆祝丰收的同时也在关注人与粮食、

与土地的关系。相较于2017年第一届的「丰年庆」活动，2018 年第二届的「丰

年庆」活动更多地增加了环保的元素，活动也在不断地去探寻垃圾减量的

举措与可能性。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有大大小小的庆典，这些大大小小的庆典活动联系

着更多的公众，而在各类庆典活动中增加环保的元素，探索垃圾减量的可

能性，将在减少活动垃圾的同时，推动更多的公众关注并践行零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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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ZERO WAsTE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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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个不同的案例向大家展示了在三种不同类

型的活动中践行零废弃行动的可能性，活动的类型

还有很多，更多的零废弃行动措施也需要大家的不

断探索，但也希望以上的三个案例能为大家带来一

定的启发和参考。

更多的活动案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宜居广州”）进行查看了解，也欢迎大家向我们

分享更多的行动案例，让更多的活动方关注并践行

“活动零废弃”。未来，期待更多的活动方和公众

一起参与进来，共同创造没有浪费的活动，从活动

中的“零废弃”到日常生活中的“零废弃”，一起为

更美的环境努力！



广州市海珠区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Eco	 Canton）是一家关

注垃圾分类及废弃物管理的民间环保组织，于 2012 年正式成立，为

非营利性民办非企业，是中国零废弃联盟的创始机构之一。

本机构通过研究城市废弃物管理，积极与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环保

机构合作，推动实践源头减少废弃物和城市垃圾分类，以政策倡导推

动政府部门落实相关政策，以公众倡导活动引导社会各界关注并参

与解决城市废弃物问题，助力完善城市固废管理体系。

本机构愿景：一个没有垃圾的未来，一个全民环保的时代，一个生态

宜居的广州（“零废弃，绿公民，靓广州”）。

关于我们

55

宜居广州公众号

电话：020-84131316

邮箱：byewaste@eco-canton.org

微信公众号：宜居广州

网站：www.yjgz.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