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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近年来，在全球人口继续快速增长和农业科技边际产出持续下降的大背景下，食物损耗和浪费成为受到

广泛关注的全球性问题。食物从田间到餐桌要经历五个主要环节，涉及对水资源、土地资源、农业投入

品（例如肥料、农药等）的大量使用，这使得饮食成为非常具有环境影响力的人类活动，所以减少食物

损耗和浪费越来越被国际社会视为一项重要的应对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战略选择，

如何控制并减少食物损耗和浪费已成为全球性系统性问题。 

食物损耗与食物浪费：五大环节，四类原因，其中消费行为是主导因素 

食物损失可以分为食物损耗与食物浪费，受多重因素影响，食物损耗和浪费存在于食物生产与消费系统

的全供应链，主要有 5 个环节：农业生产，处理和存储，加工，配送（流通），消费。造成食物损耗与

浪费的原因主要为 4 大类：技术相关，商务管理与经济机制，法律政策，消费行为，其中消费行为是食

物损耗与浪费的主导因素，影响食物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例如在中国，人们对粮食消费的预期和消费习

惯误区就产生了对稻谷的过度加工情况，造成损耗与浪费。 

全球数量：三分之一被损耗与浪费，超过一半来自亚洲 

目前已经发表的研究均显示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食物损耗与浪费现象严重，不容忽视：全球有三分之一

本来要用于人类食用的食物被损耗和浪费掉了，每年全球食物损耗和浪费量约为 13 亿吨。而全球超过

一半以上的食物损耗与浪费来自亚洲地区，而亚洲工业化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食物损耗和浪费占

全球总量的 28%。 

中国情况：总量不容忽视，果蔬、粮食和肉类的损失与浪费量显著 

总量：研究显示，中国一年食物损耗和浪费量约为 1.2 亿吨。中国对食物损耗和浪费的研究起步较晚，

统计与研究方面方法众多，各研究机构对于食物损耗和浪费的统计结果差异较大，而与其他研究结果相

比，该统计量值较小。有研究显示，发生在中国的食物损失和浪费约使 2.25 亿亩-5.55 亿亩土地被无效

使用[1]，这相当于中国 18 亿亩耕地红线的 12.5%-30.83%。 

环节：与欧盟国家相比，中国在消费环节前的食物损耗与浪费量较高。而消费环节产生食物浪费也不容

忽视，城市地区和餐饮行业消费端食物浪费日益凸显，2013—2015 年每年光餐桌上的浪费量仍高达

                                                  

[1] Liu J, J Lundqvist, J Weinberg, et al. 2013. Food losses and waste in China and their implication for water and l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47(18): 10137–1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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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800 万吨，相当于 3000-5000 万人（约等于北京[2]和上海[3]2018 年全部常住人口总和）一年的

口粮。 

品类：果蔬，粮食，肉类损失与浪费量显著。其中： 

●果蔬：中国新鲜水果的平均损耗率为 20%-30%，而蔬菜的损耗率接近 30%-40%，每年约有超过 1 亿

吨果蔬腐烂损失，造成经济损失高达 1 千亿元人民币。 

●水稻：从全产业链来看，水稻损耗率和浪费率合计为 13.64%，其中损耗率为 8.42%，消费端浪费率

为 5.22%。而水稻的损耗率和浪费率每降低 1 个百分点，就可分别满足 145.5 万人、90.4 万人一年的

大米需求。 

●猪肉：中国猪肉流通综合损耗率为 4.36%，主要发生在预冷排酸、分割、冷冻储藏、运输、零售五个

环节，其中零售环节损耗最大，在综合耗损中占 30.48%。 

食物损耗与浪费的环境影响 

●食物损耗与浪费正在加剧气候变化 

食物损耗与浪费不仅意味着食物生产时资源投入的无效消耗和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且废弃食物在不同

的处理方式下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与食物损耗与浪费相关的温室气体主要有：二氧化

碳，甲烷和一氧化氮。食物损耗与浪费加剧气候变化的路径包括：食物从生产到消费中的无效化学品投

放，养殖业相关的无效排放（例如饲料生产加工，反刍动物的肠道发酵，粪便存储和处理）和废弃食物

处理（例如焚烧，堆肥，生物柴油，沼气和饲料生产）等。 

从全球来看，如果将废弃食物看做一个国家，则这个国家将是全球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损耗与浪费

的食物在整个生命周期所产生的碳排放当量为 36 亿吨，而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森林退化或者与食物损耗

和浪费相关的有机土壤处理所产生的 8 亿吨排放。在中国，假设只有五分之一的食物损耗和浪费（而非

FAO 提出的全球平均水平三分之一），那么碳排放也将达到 3 亿多吨，相当于 2014 年哈萨克斯坦全国

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4]。 

●减少食物损耗与浪费有助于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 

食物损耗与浪费的本质是一种不合理的资源消耗与分配，这种消耗与分配的背后是大规模单一化的农作

物种植，以及为了发展养殖业与种植业而向其他野生地区的肆意扩张，这种生产方式威胁着 IUCN 红色

                                                  

[2] 全市年末常住人口, 北京市统计局，2019.1.23 
http://tjj.beijing.gov.cn/tjsj/yjdsj/rk/2018/201901/t20190123_415576.html  

[3] 2018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上海市统计局，2019.3.1 

http://www.stats-sh.gov.cn/html/sjfb/201903/1003219.html  

[4] 世界资源研究所，CAIT Climate Data Explorer，https://www.climatewatchdata.org/ghg-emissions?regions=K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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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上濒危动物（鸟类、哺乳动物以及两栖动物）的生存。考虑食物损失和浪费，如果能够合理布局，

适当减少农业发展规模，丰富农业发展物种，意义重大。 

EAT-Lancet 委员会在其 2019 年的报告中提出，到 2050 年在生产力和膳食结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食物全额浪费，生物多样性损失为 1043 E/MSY(extinctions per million species-years)，如果食物浪

费减半可使生物多样性损失降低为 684E/MSY。 

2019 年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以“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我们的粮食，我们的健康”为主题，号召所有人

通过减少食物浪费、食物废弃物堆肥等方式参与到优化食物体系、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的行动中。2020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在中国昆明举办，全球缔约方将共同确定 2030 年全球

生物多样性新目标，而全食物体系内减少食物损耗和浪费的努力，将有助于减少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压力，

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R原则下的中国对食物损耗与浪费的管理 

●源头减量（Reduce）需要被更加重视 

减量化指从源头减少食物损耗/浪费量。中国从 2010 年开始逐渐加强对食物损耗与浪费减量化工作的

重视程度，2010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0〕

7 号），此后针对食物损失减量化，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办公厅、各部委等分别发布了各种意见、通知、

规划等给各部门、各级单位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总依据和总遵循。 

此外，中国设立了第一个在减少食物损耗方面的国家目标：2016 年《粮食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中提出，到 2020 年，每年减少粮食产后流通环节损失浪费 1300 万吨以上，损失浪费率下降 40%以上。

截至 2016 年底，累计专项投资 83.4 亿元，为 26 个省区市农户配置近 1000 万套标准化科学储粮装

具， 将储粮损失率平均下降 6%。“粮安工程”共新建仓容 1582 亿斤，维修改造“危仓老库”2460 

亿斤，大幅提高粮食收储能力。通过原粮“四散化”运输，将粮食运输损耗率平均下降 2%[5]。 

目前在中国在食物损失减量化方面的缺少统一的顶层设计，法律法规相对较少，多是以意见、通知、规

划的形式，对涉及食物供应链各个环节等提出要求和指导性意见，仍然缺乏反对食物损耗和浪费的法律

机制以及限制食物损耗和浪费的各种技术标准；且在减量化上仍聚焦在粮食上（例如只有粮食有国家浪

费减量目标），对于其他食物品类尚未有有效关注。 

●再利用（Reuse）方面食物捐赠监管不足，风险保障缺失 

再利用指不改变即将被损耗/浪费的食物本身物理化学特性，通过改变用途的方式进行二次利用。目前在

中国，再利用方式以食物捐赠和为主。 

                                                  

[5] 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17 年 8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2030kcxfzyc_686343/P0201708246499732812
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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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食物银行为代表的食物捐赠有效将即将被废弃的食物对接需求方，减少食物浪费，减少食物进入垃圾

流的数量，减轻商业与垃圾处理负担。2014 年绿洲公益率先发起了食物银行项目，2014 年-2018 年援

助近 45 万人次。目前中国还没有直接针对“食物银行”相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准入要求等，已有

捐赠相关的法律之间没有作相应的衔接，也并未确定在各个相关部门之间的功能与职责。法律制度的缺

失，意味着政府部门或者社会的监督的缺失，致使食物银行的运行存在着较大的风险。 

●资源化利用（Recycle）需进一步规范 

资源化指食物废弃物（餐厨垃圾、厨余垃圾、过期食品和食品生产下脚料等）进行资源化和能源化处理

循环利用，如堆肥、沼气、发电等。 

厨余垃圾分类是资源化处理的重要前提。中国垃圾分类工作启动于 2000 年 6 月。2017 年底，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要求 46 个重点城市要出台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施方案或计划行动。截止到 2019 年 4 月，全部重点城市均以意见、实施方案或行

动计划的形式对垃圾分类进行了“日程规划”，其中已有北京市等 9 个城市出台了专门的垃圾分类管理

条例。 

目前中国垃圾分类工作已在 46 个重点城市逐渐发展，取得一定成效，但尚处于启步阶段，政策研究、

模式探索、设施改进、习惯形成等多方面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国家层面有关餐厨垃圾的法律法规尚

未出台，已有的有关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回收利用的法律体系主要集中于地方法规及管理办法，存在未

上升至立法高度，配套细则缺失，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各部门权责不清等问题。此外各地餐厨垃圾相

关概念不统一，不利于国家对其处理情况的管理和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考核。 

分类后的资源化处理手段主要有肥料化处理和能源化利用。“根据《“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中国城镇餐厨垃圾的处理将有 183.5 亿元应用到专门的餐厨垃圾工程建设中， 

“十三五”末期新增餐厨垃圾的处理能力将会达到 3.44 万 t/d，城市基本建立餐厨垃圾回收和再生利用

体系。 

尽管中国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已经在快速发展，有研究指出，目前中国每年仅有 12%餐厨垃圾得到资

源化及无害化处理，按《“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中 30%的目标处理能

力计算，至少还需建设规模总计 2.96 万 t/d 的餐厨垃圾资源化项目，因此目前处理能力仍存在较大缺

口。 

食物损耗与浪费管理的海外经验 

减少食物损耗和浪费被国际社会视为一项重要的应对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战略选择，

美国、日本、韩国、法国、德国等在食物浪费管理及资源化利用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具有借鉴意义。 

●以完善的立法体系和监管体系为保障 

完善的立法体系是废弃食物减量化和再利用的重要保障，多国法制方面的实践得出的经验包括：应该设

置严格的惩罚手段；注重循环经济理念的贯彻；先颁布一套综合性的法律法规或者是制定基本法，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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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的指导下根据具体情况再颁布具体的法律法规；专门着眼于减量化的法律，有助于从源头开始直

接减少废弃食物的产生 

●以多措施的源头减量为重点 

法国、意大利等过直接颁布了《反食品浪费法》，而除了立法手段之外，经济手段、宣传教育也被用于

源头减量。其中经济手段包括由政府加大科技投入和资金支持，革新技术设施以及生活垃圾阶梯收费，

将废弃物的产生量与个人经济利益挂钩，使居民自觉地将垃圾彻底分类、最大限度降低餐厨垃圾的产生

量。而宣传教育包括通过设立年度“减少食物浪费月”和月度“减少食物浪费日”，将源头减量的意识

主流化。 

●以有效垃圾分类支持资源化 

●以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为重要措施 

例如日本政府高度重视针对学生的公众环保意识的宣传教育，环境教育不仅属于义务教育法，环保的相

关知识还是中小学的必修课程，学校有课程专门讲解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资源性和危害性；美国农业部

与环保署合作开展了多方参加的“全美减少食物浪费挑战赛”等大型活动，号召政府机构、食品生产商、

零售商、消费者、餐饮企业等相关单位一起行动起来，减少食物浪费，促进回收和再利用。 

●多主体联合行动探索 

根据欧盟实施的“地平线 2020 项目”REFRESH 项目经验，当国家还没有搭建起减少食物损耗和浪费

的公共管理框架时，其他机构可以运用自愿性协议（Voluntary Agreement）的方法搭建联合行动框架，

开始行动。在框架下，所有成员共同确定管理结构、行动目标及工作方案；牵头和管理机构进行持续地

组织活动、积累数据和呈现工作并定期监测工作进展；成员机构签署承诺，持续参与工作。国家部门和

主管部门的充分参与介入是必要的，但根据具体情况参与介入的时间点可早可晚。 

除此之外，REFRESH 项目还建议不要单纯开展消费者教育，且不要将浪费归咎于消费者，而是结合政

府和企业等的联动，将食物浪费、食品安全、营养健康、环境与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议题的治

理综合统筹。 

我们建议： 

1.重新认识食物损失：“食物”不止粮食，食物损耗和浪费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损失等环境资源效

应息息相关 

我们看到，目前中国减少食物损耗和浪费的绝大多数法规与实践主要还是集中在“粮食”的传统内涵所

包括的食物品类（主要有麦类、稻类、豆类、粗粮类以及薯类等补充主食），例如目前只有针对粮食的

减少损失和浪费的国家目标。而损耗与浪费不止发生于粮食，目前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等并未更多地

涉及广义的食物概念，这使得除过粮食之外的食品，其减量化工作受到限制。 

另外应该认识到，食物的损失与资源环境息息相关。减少食物耗损与食物浪费的行动具有助力全球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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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保护维系生物多样性的潜力。开展减少食物损耗与食物浪费的行动，有助于实现 SDG12.3 和《生

物多样性公约》的相关目标，展现中国的环境影响力。 

2.国家层面组建专门的减少食物浪费工作跨部门协作机制，明确减量目标， 制定减少食物浪费国家行动

方案 

组建中国减少食物损耗与浪费国家委员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农业农村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等部门共同参加，形成多部门联动，明确牵

头部门与责任人，为食物浪费和食品废弃物管理提供信息交换平台，同时也共同探讨制定宣传教育政策

以促进消费者自发进行食物浪费和食品废弃物减量行为。 

制定减少食物浪费国家行动方案，根据中国食物生产消费系统重点损失和浪费的环节以及重点门类，搭

建多利益相关方的对话与合作，为各行各业参与减量事业制定基本原则、重点行动领域、设立重点城市

等。 

3.从 3R的角度出发，完善相关法律政策支持体系 

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制定《反对食物浪费法》，作为指导食物损耗与浪费问题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

化的基本法。针对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尽快推出国家层面的管理办法或条例、技术规范等，对餐厨垃圾

资源化过程中涉及到的技术、规范、监管问题提出更为系统的强制性要求和规定。 

4.加强对食物损耗和浪费议题的研究投入，完善相关技术 

尤其重视基础数据收集，立足食物产业链的角度，系统规范的申报/收集食物损耗/浪费数据，全面细致

地了解中国目前的食物损耗与浪费的状况，为制定国家级食物损耗与食物浪费的减量目标打好基础。国

家加强科研资金投入，科研机构关注此项议题并深入开展研究，并且定期监测食物损耗与浪费数据。 

5.民间组织发挥枢纽作用，推动多方联动 

包括通过政策建议、研究报告等形式，帮助政府相关部门了解国际上对于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的最新进

展，并推动制定国家层面减少食物损失与浪费的行动目标及方案；与科研机构紧密合作，对已有研究成

果及干预项目进行梳理评估，以此为基础开展行之有效的倡导活动；食物相关行业协会将减少食物损失

和浪费纳入推动相关法规和标准制定倡导工作中，结合机构定位带动会员企业参与减少食物浪费项目实

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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