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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文档所含信息于 2015 年 10 月为最新信息。维多利亚州可持续
发展局(Sustainability Victoria)在编写本文件时已尽一切专业努
力，但不对因依赖本文件内容而产生的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
本文件中涉及的数据与模型主要来自《全州废弃物与资源回收基
建计划》（简称《维州基建计划》）与政府的一系列举措。维州
基建计划使用的 2011–12 年数据已尽可能更新至最新数据(2013–
14)。除此之外的数据来源已进行标注。
本文所有货币单位均为澳元。

前言
在废弃物和资源回收领域，维多利亚州走在全澳前列。
2013–14 年，维州共有 70%的废弃物得到回收，废弃物回收
业每年产生 22 亿澳元收入，为 8000 多名维州人民提供工作
岗位。废弃物回收业还管控着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帮助我
们的人民保持并进一步提高生活品质。
不过我们还能做得更好，而且必须做得更好。
为此，我们需要改进技术、革新业务流程、创建新的投
资业务模型。无论是来自现有的废弃物与资源回收运营商、
市场新来者、市政府、废弃物产生者还是金融领域，新投资
都对维多利亚州实现废弃物与资源回收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
意义。
保护自然环境是保持令人艳羡生活质量的关键。减少对
填埋的依赖，增加宝贵资源的回收率，将有助于我们实现这
个目标。
维州人口继续以澳大利亚最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到 2044
年，维州人口有望从 570 万人增加到 900 万人，人均废弃物
产生量有可能从 2.1 吨增加到 2.5 吨。我们的挑战在于如何管
理这种增长，以保持并改进公共福利与健康。废弃物与资源
回收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为做到这一点，维州制定了废弃物与资源回收计划。
《全州废弃物与资源回收基建计划》是全澳首个此类计划，
从废弃物产生到处理，详细介绍了当前和未来的废弃物资
流，并将其与交通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份为政府、
产业和社区制定的 30 年蓝图，将为更广泛的维州规划政策框
架提供支持。它提供了必要的废弃物与资源回收细节，能为
公共政策投资者的业务案例提供信息。

计划书展示了维州废弃物与资源回收基础设施发展带来的
广阔商机。它重点介绍了主要废弃物资流，特别是对维州具有
重要意义的废弃物资，包括轮胎与橡胶废弃物、有机废弃物与
电子废弃物。计划书提供了重要数据与预测，并对本地市场进
行了深入分析。
维州拥有强大而透明的治理与监管框架，拥有清晰的政策
导向，能进行良好协调的跨政府协作以支持废弃物回收业取得
成功，这些都是维州吸引投资者的重要因素。加上先进的交
通、通信与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维州为目光远大的投资者提
供了首屈一指的商业环境。
通过规划，我们看到了未来基建发展的需要。为满足需
要，维州积极支持增加废弃物与资源回收业投资。我们计划在
2044 年达到 80%以上的资源回收率，随之产生了 50 亿澳元的
基建投资机遇。
维州政府为废弃物与资源回收业提供专业投资促进服务，
将帮助投资者获得必要的人员、数据、知识和专业技术，为投
资者决策提供信息，助其为环境、社区和经济带来最好结果。
我在此邀请您成为维多利亚州未来的一份子，共同推动发
展废弃物与资源回收业的新型解决方案。

Lisa Neville
环境、气候变化与水利部长

针对废弃物回收这样的重要服务进行战略规划，有助于
推动创新与技术发展，创造新岗位，促进回收资源市场发
展，从而加强维州经济实力。该计划在先进产业发展需求、
社区需求、环境需求，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之间达到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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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与术语
术语

定义

土地使用规划

以高效而道德的方式管理土地开发，防止土地使用冲突，在社区需求与建成及自然环境需
求、文化重要性、经济发展之间达到平衡。

填埋费

在填埋场处理废弃物时直接支付的税费。不同物资适用不同填埋费。墨尔本都市区与非都市
区垃圾填埋费率有所不同，实际税率取决于填埋的废弃物资类型。

废弃物产业

说明

城市固体废弃物 (MSW)

城市和市民活动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包括由市政府收集或代表市政府收集的废弃物。请注
意，城市固体废弃物不包括商业运营商送至城市废弃物处理站的废弃物及市政拆迁项目产生
的废弃物。

固体工业废弃
物(SIW)

工商业(C&I)

固体惰性废弃物，产生于技工行业、商业与工作活动。

施工拆迁
(C&D)

固体惰性废弃物，产生于住宅与商业项目的施工和拆迁活动。

废弃物设施

特点

焚烧炉

通过燃烧处理废弃物的设施，通常不生产有用的最终产品。

填埋场

将无法脱离废弃物资流而得到回收的固体废弃物排放至或存放于土地内；可能包括 RRC/TS
或转售店。

物资回收设施 (MRF)

接收家庭和商业可回收废弃物并对其分类，经过压缩、打包或整合，再送至再加工设施。

有机再加工设施

以生物方法再加工有机物的设施，能够生产多种产品，包括稳定的有机残渣；采用堆料和容
器内技术。

资源回收中心 (RRC)

用于接收和/或回收可再次使用、可再循环物资的设施，这些物资如不经回收将被当作废弃物
处理。可与中转站相结合，可能包括转售中心。

中转站 (TS)

允许卸载、整合废弃物以及多种可循环物资的设施；可与资源回收中心相结合，可能包括转
售中心，但不进行废弃物处理活动。

废弃物-能源转换设施(EfW)

使用废弃物资生产可使用能源(电力、燃气或热量)的加工流程与技术。“废弃物回收产生能
源”、“废弃物-能源(WtE)转换”或“废弃物产生能源”等术语可互换使用。

与废弃物和资源回收或投资有关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机构

维多利亚州可持续发展局

英文：Sustainability Victoria，简称 SV，负责开展集成化废弃物管理与资源效率项目，旨在
实现资源回收最大化、促进废品与资源回收基础设施投资。

维多利亚州环境保护局

英文：Environment Protection Authority Victoria，简称 EPA，根据《1970 年环境保护法》设
立，负责监管废弃物与资源回收基础设施、工作审批与环境监管实施。

环境、土地、水利与规划部

英文：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Land, Water and Planning，简称 DELWP，是维多利亚
州政府部门，提供政策规划、修订立法，领导、协调并监管环境事务。

废弃物与资源回收集团

英文：Waste and Resource Recovery Group，简称 WRRG，是根据《1970 年环境保护法》成
立的法定机构，共七所，在七个地区分别负责规划废弃物与资源回收基础设施（及支持地方
政府）；负责制定当地的《地区废弃物与资源回收实施计划》。

维多利亚州投资局

英文：Invest Victoria，维多利亚州投资推动与促进机构，代表维州所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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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维多利亚州是澳大利亚第二人口大
州，拥有发达的多元化经济，能为
投资者提供丰富机遇。
本计划书介绍了维州废弃物与资源
回收产业。它描述了维州的主要属
性与特点，还介绍了维州各地正在
显现的基础设施投资机遇。

4

维多利亚州
对全体维州人民至关重要的服务

维州正在开展一系列项目，以：

维州废弃物与资源回收系统为社区提供重要服务，有效
管理废弃物流，减少废弃物的环境与社会影响，实现经济利
益最大化。

›

刺激回收资源市场的发展；

›

改进废弃物流质量；

›

实现废弃物原料整合；

›

取得社区支持；

›

确保维州拥有有利投资前景。

资源回收保证了废弃物管理系统的有效性。它推动了更
先进的资源回收基础设施的发展，挖掘废弃物资的价值，创
造就业岗位。
维州正在为未来的废弃物与资源回收基础设施需求制定
规划。该规划将确保建立易用、先进、有效的废弃物管理系
统，推动合理的资源回收，实现潜在的环保、社区与经济利
益。

维州废弃物与资源回收愿景
维州政府的愿景是更好地管理集成化废弃物与资源回收
系统，确保只有不可回收的废弃物接受填埋处理。
目标是减少废弃物的环境与社会影响，同时实现可观的
经济潜力，进一步提升维州令人羡慕的生活质量。

维州废弃物与资源回收计划
维州已制定了废弃物与资源回收计划。《全州废弃物与
资源回收基建计划》（简称《维州基建计划》）为维州绘制
了发展废弃物与资源回收基础设施的 30 年蓝图。计划确认
了废弃物流规模、构成、地域分布，并确认了为该行业提供
支持的交通与公用事业枢纽。

这些项目有助于克服投资障碍，进而减少投资风险。它
们将增加针对先进技术与实践的投资数量与效率，改进资源
回收率、促进维州经济增长。

维州投资促进服务
维州可持续发展局正在协助推动废弃物与资源回收产业
的发展，提供投资促进服务，吸引及支持产业投资。我们致
力于克服投资障碍，进而减少投资者风险，增加投资成功的
机率。
从初始咨询与商业案例开发到设施投产，再到运营商投
产后的维护工作，我们将在整个项目周期中提供投资促进服
务。我们提供可靠而重要的服务，协调维州政府的相关机
构，为您的投资决策提供信息。
维州可持续发展局将为您提供以下协助：
›

提供有关本地废弃物流的数据与信息；

›

提供本地市场洞见；

作为澳大利亚首份此类规划，《维州基建计划》为制定
政府政策、土地使用规划和投资者商业案例提供信息，推动
政府制定支持行业投资的政策，帮助投资者确认并实现维州
提供的机遇。

›

介绍全州环境问题；

›

为您与本地社区的互动提供建议；

›

帮助您了解政府重点工作与政策；

废弃物与资源回收规划将与维州土地使用规模框架相结
合，协助资源回收机构获得需要的土地。

›

帮助您了解维州治理体系；

›

协调您与政府上下的关系；

›

确认潜在的支持机制；

《维州基建计划》为正确地点、正确时间、正确类型的
资源回收基础设施提供支持。该规划旨在尽可能地增加废弃
物资源回收量。

› 介绍您与产业、政府、监管机构与社区的相关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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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州废弃物与资源
回收产业
增长与机遇
维州为投资者提供了利润丰厚的废弃物与资源回收机遇：
›

2014 年，维州拥有近 600 万居民，GDP 达 3530 亿澳元，是
澳大利亚第二大人口与经济大州。到 2050 年，维州人口有望
增加至 1000 万。

›

维州首府墨尔本人口 430 万，有望于 2050 年增加至 800 多
万，超越悉尼，成为澳大利亚最大城市。

维州正在产生规模可观的废弃物流，这些废弃物可再加工为
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用作二次使用的原材料。
›

维州产生的废弃物占澳大利亚的四分之一，为澳大利亚贡献
1

22%的 GDP (3530 亿澳元)。
›

2013-14 年，维州产生了 1110 万吨废弃物。据估算，这个数字
有可能在 2044 年前增加至近 2100 万吨。

› 人均年废弃物产生量有望从 2.1 吨增加至 2044 年的 2.5 吨。
›

2013-14 年，770 多万吨废弃物由填埋转而接受再循环/回收处
理，回收率达到 70%。
–

在回收的物资中，110 万吨(14%)出口至海外接受再加工。

–

每年仍有 330 万吨废弃物(占废弃物总量的 30%)被填埋。

2013-14 年，回收产品销售收入超过 8 亿澳元。加上入闸
费、填埋费用、产生能源价值、交通成本与出口，该行业年收入
2

达到 22 亿澳元。

过去 10 年，受市场强劲发展的推动，特别是物资流的发
展，资源回收率得到稳步增长。然而，维州现有废弃物与资源回
收基础设施的容量和产能仍无法满足预期废弃物增长率，也无法
充分实现废弃物资的经济价值。
不过，金属等废弃物资市场发展强健、运行良好，拥有强大
的加工基础设施，与商品价格明确挂钩，具有良好的再利用率。
这些市场将在维州继续得到充分管理。

填埋容量日益紧张，填埋成本也不断增加，将推动并实
现更高的资源回收率。
对于投资者而言，维州拥有可观商机，据估计，未来 30
年维州需要约 5.5 亿-8.1 亿澳元新建废弃物与资源回收基础设
施，以及 31 亿-42 亿澳元现有设施的升级改造项目。
这些数据相当于技术、基础设施与专业技术领域每年拥
有 1.2 亿-1.67 亿澳元基础设施投资机遇，用于显著提高维州资
源回收率。
利用这种水平的先进基础设施投资实现合理的资源回收
最大化，维州资源回收率将在 2044 年前从 73%增加至 80%以
上，即每年回收 1650 万吨废弃物。
维州拥有强大的经济、稳定而透明的法律与政治体系，
社区对减少废弃物的自觉性和支持度都在不断提升，从而为
投资者创造了理想的投资环境。
案例研究：Tyrecycle
Tyrecycle 公司在维州从事淘汰轮胎再加工业务，在澳
大利亚各州均设有分部。公司位于墨尔本北部边缘郊区的
Somerton 分部拥有坚实的运营基础，公司意识到了维州
周边地区不断增加的废旧轮胎库存以及矿业提供的废旧轮
胎所带来的新商机。但是进军这一市场所需要的成本将影
响到公司收集轮胎、运送至 Somrton 及后续再加工的能
力。
Tyrecycle 需要新型解决方案，为此公司投资于便携式
制造单元，使用这种设备加工旧轮胎后得出的产品具有与
固定设施所生产产品同样的质量与规格。Tyrecycle 公司首
席执行官 Jim Fairweather 介绍说：“利用这种业务分
部，整胎库存将再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它们都能得到再
利用。”
Jim 指出，公司与维州环保局(EPA)的关系是成功的关
键：“州和本地政府始终支持我们的项目，维州环保局为
行业整顿、支持投资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欲了解完整案例研究以及更多实例，请浏览
www.sustainability.vic.gov.au/in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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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持续发展、环境、水利、人口与社区部：

2.

《澳大利亚废弃物产生与资源回收》(WGRRiA), 2014.
废弃物管理与环境，2011-12 年废弃物产业内部报告(Inside Waste Industry
Report 2011-12)，Gladesville, NSW, 2011 年 6 月, p. 90.

维州经济

国内生产总值(GDP)

3530 亿
10 年年均 GDP

2.9%增长率
信用评级

AAA 稳定
出口产值每年超过

360 亿
230 万家庭

维州废弃物与资源
回收产业

70% 回收率
超过

8000 个岗位
220 亿年收入
590 家
废弃物与资源回收企业

1100 万吨
每年产生废弃物

54.6 万家
企业

86%
的再加工商户
位于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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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产量不断增加

图 1 维州废弃物产生量预测

3

25

据维州废弃物模型 估计，到 2044 年，维州每年人均废弃
物产生量将超过 2.5 吨，废弃物回收率达到 73%。这意味着到
2044 年：

5

循环再利用的固体工业废弃物

被填埋的工业废弃物

20

10

5

城市固体废弃物 (MSW)

工商业(C&I)废弃物

施工拆迁(C&D)废弃物

25% 维州市场

37% 维州市场

39% 维州市场

每年产生 274 万吨

每年产生 407 万吨

每年产生 433 万吨

44% 回收率

73% 回收率

83% 回收率

主要物资：纸与硬纸板，食物
废弃物，塑料

主要物资：
金属，纸与硬纸板

主要物资：
混凝土，砖块，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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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4

0
2003

百万吨废弃物

15

表 1 2013–14 年各行业产生废弃物

3 创建废弃物预测模型，根据政府人口预测以及历史人口与废弃物量关系确定
未来 30 年的废弃物产生量。

2044

2003

图 2 2002/03 年–2043/44 年固体工业废弃物总产量

不断增加的资源回收基础设施
为在 2044 年前将年资源回收量提高至 1650 万吨（比预测
数据高 150 万吨），维州需要建设适当基础设施，令多数废弃
物在本地得到再加工，实现更多经济与环境价值。根据维州基
建计划估计，为实现 2044 年资源回收量增加目标，维州需要投
资 5.5 亿-8.1 亿澳元用于新建资源回收基础设施，投资 31 亿-42
亿澳元用于现有废弃物和资源回收基础设施（包括填埋）的维
护、升级与扩展。

2034

0

该模型还确认了废弃物的不同来源。固体工业废弃物(SIW)
包括建筑和拆迁废弃物(C&D)与商业与工业废弃物(C&I)，年产
生量预计将在未来 20 年猛增，到 2044 年达到 1650 万吨（参见
表 1 与图 2）。

2034

每年通过填埋处理 550 万吨废弃物。

2024

›

10

2024

每年回收 1500 万吨以上物资(73%)；

2014

›

15

2014

维州每年将有 2100 万吨废弃物需要管理（见图 1）；

百万吨

›

20

案例研究：D&R Henderson
D&R Henderson 是澳大利亚唯一的胶合板制造
商，使用 100%循环木材，这家公司也是澳大利亚首
家战略性投资于净化塔以实现再利用木材废弃物粉碎
和再加工的公司。胶合板的传统木材来源有可能发生
变化，为此，公司承担计划内风险，投资于使用替代
型木材资源的欧洲技术。
公司董事总经理 David Henderson 指出，约 13
万吨再利用木材从填埋转至公司设在维多利亚
Benalla 的加工基地，接受再加工：“公平地说，这
项投资已经取得了回报。”
现在，D&R Henderson 不仅可以获取替代型木
纤维资源，还能接受客户原本用于填埋的废木材，从
而为客户提供循环再利用服务：“这是一项真正的双
赢结果，”David 说，“循环再利用是未来的发展趋
势。企业必须利用可持续资源确保持续成功。”

情况速览
维多利亚州填埋费由通过填埋法处理废弃物者直
接支付，也是资源回收商业案例的重要决定因素。填
埋运营商与入闸费一起征收填埋费，“入闸费”是指
填埋运营商针对每吨或每单位填埋废弃物收取的费用。
2012 年以来，填埋费已增加了 20%以上。维州政
府有意审查现有填埋费率的有效性。
《1970 年环境保护法》对填埋费做出了规定。
维多利亚州约 60%持照填埋场归市政府所有。
2014-15 年，维多利亚州废弃物填埋费为：
› 都市区与中小城市填埋场，每吨填埋城市/工业废弃
物 58.50 澳元；
› 农村填埋场，每吨工业废弃物 51.30 澳元，每吨城市
废弃物 29.30 澳元。

如欲了解完整案例研究以及更多实例，请浏览
www.sustainability.vic.gov.au/in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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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州机遇
在维州不同地区，废弃物与资源回收在数量和构成上都
有所不同，反映出人口密度、消费与土地使用模式、本地工
业、交通成本、距填埋场距离以及填埋费成本的差异。这些
因素将影响到不同地区废弃物流管理基础设施的运营能力。

维多利亚分为七个废弃物与资源回收区，包括 79 个当地市政
府(见图 3)。包括墨尔本都市区，该地区产生的废弃物占全州的
75%，资源回收量占全州的 86%。
维多利亚州中小城市产生剩余的 25%的废弃物（见表 2）。
中小城市地区的废弃物产生和回收量均小于都市区，但这些地区
仍存在特定废弃物资流的商机，如农业有机废弃物和食品包装废
弃物，这些机遇整合在一起，能够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支持。

图 3 维多利亚各地区废弃物产生量

4

5%

%

3%

LODDON MALLEE

Goulburn
VALLEY

Grampians
Central West

2%
NORTH EAST

5%

6%

GIPPSLAND

大都市区
墨尔本

75%

BARWON
SOUTH WEST

表 2 2013-14 年各废弃物与资源回收区废弃物量 (万吨)
WRR 地区

产生 a

回收 b

填埋 c

占全州产生量 %

都市区

833

579

254

75%

Barwon South West

72

50

22

6%

Gippsland

51

35

15

5%

Goulburn Valley

36

25

11

3%

Grampians Central West

47

33

14

4%

Loddon Mallee

51

35

16

5%

North East

23

16

7

2%

总量

1113

774

339

100%

a 建模数据。
b 以进入各地区再加工设施的物资吨数为基础。
c 根据修订后的填埋费数据(截止 2014 年 6 月)确定中小城市废弃物吨数。因此，得出的全州废弃物数量和填埋数量与物资流表提供的数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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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行业发展与本地化填埋管理都是推动各地投
资机遇的重要动力。增长集中于中小城和大城市的具体地区。
都市规划局负责管理及规划增长，维多利亚州可持续发展局
可以为具有高增长率潜力的特定地区提供协助。
维州各地拥有可观数量的废弃物资，但缺少用于回收或
再加工的支持性基础设施。各地区具有不同的基础设施重点
需求，《中小城市废弃物与资源回收计划》对这些需求进行
了确认。
目前正在开展相关工作，减少填埋量，并确保剩余废弃
物得到更好的管理。填埋场的关闭将增加替代型废弃物管理
方法的需求，进一步促进资源回收。
为改进资源回收率、保护环境，维州利用填埋费进行战
略性投资，因此到 2017 年，维多利亚州 83 家持执照填埋场
将关闭约 13 家。其中多家填埋场有可能转化为资源回收中
心或转运站，从而为投资者带来投资机遇。

根据计划，以下填埋场将于近期关闭：
›

Barwon Southwest
(包括多座填埋场 – Alvie，Anglesea，Portland)

›

为大都市区提供服务的 Clayton/Kingston

›

Eaglehawk 填埋场
(为 Loddon Mallee 地区的 Bendigo 提供服务)

›

Loddon Mallee (多座填埋场)

›

Mornington Peninsula
(多座填埋场 – Rye 与 Devilbend)

›

East Gippsland
(多座填埋场 – Mallacoota, Orbost, Bendoc 与
Lakes Entrance)

›

Hard Hills 填埋场
(为 Grampians Central West 提供服务)

案例研究：RPM Pipe

RPM Pipe 位于维州北部的 Goulburn Valley，该区
主要属农村地区，是农业和粮食生产中心。这家公司
秉承地区传统，将本地供应商的塑料废弃物再加工为
混凝土替代品与新塑料管道。
RPM Pipe 公司首席执行官称：“我们一想到这个
念头，马上就开始动手。我们在塑料回收领域没有背景；
只是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看能不能成功。”他介绍了
公司偶然为之的塑料回收尝试，现在已经大获成功。

Terry 回忆说：“最初两年，我们进行了大量研
发。开发了自己的技术，制成了真正强大的管道。”
RPM 一开始向当地农民出售管道。Terry 说：
“我们离农场很近，因此农民会来参观我们的产品。
那时候人们对回收产品都敬而远之，所以这一点对
当时的我们非常重要。”
今天，RPM Pipe 公司已经扩展了产品系列，为
全澳大利亚客户提供独特产品，满足客户需求。
如欲了解完整案例研究以及更多实例，请浏
览 www.sustainability.vic.gov.au/in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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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机会
维多利亚州的废弃物富含珍贵材料，包括金属、橡胶、
纺织品、纸张、玻璃、塑料、混凝土以及木材、食品、花
园废弃物等有机材料。这些材料的价值在于，它们可以被
再循环或再加工为商业产品。

图 4 2013–2014 年产生、回收及填埋的主要废弃物资 (吨)*

回收

填埋

500 万

塑料

›

纺织品

›

纸与硬纸板

由于具有未经实现的经济价值且具有潜在环境影
响，维州已确定以下物资为重点回收资源：
› 电子废弃物：排放有害物质，含有稀土金属；维州政府
有望在短期内禁止全州电子废弃物填埋。
› 废旧轮胎：具有火灾危险，对公共安全和环境带来
重大风险，特别是维州中小城市地区。
› 有机废弃物：在填埋土地中分解，产生渗滤液与
气体，对环境、公共健康和周围社区有害。

12

0.82

100 万

0.49 0.57
0.09

0.13

0.22 0.28 0.36

0
混凝土/砖块/
沥青

›

1.6

纸/硬纸板

玻璃

金属

›

1.8

200 万

食品垃圾

木材

花园垃圾

›

塑料

轮胎

木材

›

300 万

其他有机物

有机物

玻璃

电子废弃物

›

400 万

纺织品

›

4.3

轮胎

考虑具体的可用物资流，有助于更透明地确认资源回
收基础设施投资机遇(见图 4)。由于产出量大、具有潜在环
境影响，且/或具有未经实现的经济价值，以下废弃物流已
被确认具有投资机遇：

* 请注意，电子废弃物是其他废弃物流的组合，包括玻璃、塑料与金属，因此电
子废弃物在此并未单独标注。

电子废弃物
情况速览
在维州，电子废弃物是一种快速增长的废弃物流，反映出
技术更新换代加快导致产品使用周期缩短，用户要求更频繁的
产品升级和更低消费价格。维州电子废弃物产量占全澳大利亚
的约 25%。
据预计，澳大利亚电视与计算机废弃物将由 2014 年的
13.1 万吨增加至 2024 年的 22.3 万吨 4，从而加大废弃物管理基
础设施的压力。
维州政府正寻求建立相关机制，增加电子废弃物回收量，
包括禁止电子废弃物进行填埋处理。这些市场条件的变化都需
要新增资源回收基础设施，用于对电子废弃物资进行收集、分
类和再处理。从整体上看，维州现有基础设施无法充分发掘电
子废弃物的经济价值，而先进技术的引进将改变这种情况。

电子废弃物是指带有电线或电池的电气或电子设备，
其部件被用户丢弃，无意进行再次使用。电子废弃物包
括但不限于计算机、电视、消费类电子、白色家电与动
力工具。
电子废弃物包含重金属与汞蒸汽，如处置不当，可
能对环境和社区造成风险。电子废弃物还含有铜、铝和
稀土金属等具有重要回收价值的物质。
全国电视与计算机回收计划(NTCRS)已成功运营数
年，超越了目标回收率。根据该计划制定的目标，201516 年全国电视与计算机(及外设)回收率将达到 50%。在
此前的一次调查中，回收率目标为 2026 年达到 80%。

投资机遇包括：
›

收集、分类与再加工设施，可服务于维州多个地区；

› 更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能够以机械方式对部件和材料
进行拆解、分类、分离，特别是贵金属和有害物质；
› 再加工设施采用的分拆技术，能够跟上产品快速变化的
步伐；
› 增加电视与计算机再利用设施，用于管理目前唯一收入
全国电视与计算机回收计划(National Television and
Computer Recycling Scheme)的废弃物资；
› 目前电子废弃物资流并未纳入全国电视与计算机回收计划。

4 澳大利亚政府环境部《全国电视与计算机回收计划》运营检查，2014 年 11 月。

市场快照

2013–14
维州废弃物年产量占全国比例

25%

维州电子废弃物处理商占
全国比例

27%

2020 年收入增长预测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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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
情况速览
维州禁止对整只轮胎进行填埋处理，要求对这种重要
资源采取其他管理方式。2013–14 年，维多利亚州共产生
90,000 多吨轮胎废弃物。
现在的轮胎再加工基础设施包括粉碎机与研磨机，用
于回收金属部件，将轮胎加工为碎片、颗粒、碎屑与粉末。
这些物质可用于制造多种产品，如操场和运动场的塑胶地
面、土木工程填充应用、工业炸药、公路表面、轮胎衍生
燃料(TDF)，也可将整只轮胎出口至海外市场接受再利用。
2013–14 年，维多利亚州 12%的废旧轮胎得到再利用，
77%的废旧轮胎出口国外，其余的 11%被堆积或没有处理
记录。5 可观的出口量意味着维州本地存在重要的加工机遇。
长期堆积的废旧轮胎有可能造成环境危害，但其中又
含有可回收的宝贵材质，这些轮胎的回收问题是维州面临
的重要挑战。
丰富的轮胎与橡胶原料，加之成熟的国际市场和久经
考验的再加工系统，令轮胎废弃物成为宝贵的再加工商机。

事实证明，轮胎衍生燃料(TDF)在出口市场极具
吸引力，占维州年总废旧轮胎的 18%。与填埋成本
相比，TDF 出口能够为轮胎回收商增加每吨 100 澳
元的收入。
澳 大 利 亚 轮 胎 管 理 组 织 (Tyres Stewardship
Australia (TSA))成立于 2014 年，负责管理全国自愿
轮胎产品管理计划。该计划旨在增加国内轮胎再利
用率，扩展 TDP 市场，减少澳大利亚废旧轮胎填埋
量、打包出口量和非法倾倒量。TSA 将针对废旧轮
胎供应链开展培训、审计和认证活动，制定市场开
发战略，为市场开发项目提供资金，以增加轮胎衍
生产品需求。
高温分解是指在无氧高温环境下分解物质，生
成生物燃料与天然气。海外市场非常广阔，但本地
需求相对较低。这个市场面临的挑战包括：起步成
本较高，包括设备成本、严格的澳大利亚卫生与安
全法规，以及严格的 EPA 排放监控。

投资机遇包括：
› 生产轮胎衍生燃料(TDF)的设施，用于替代水泥窑、发电
厂、熔炼厂和造纸厂使用的化石燃料；
› 生产非燃料类轮胎衍生(TDP)的设施，包括碎屑与碎片，
用于制造粘合剂、运动场地面、工业炸药和沥青添加剂。

5 数据改编自《废旧轮胎存货及其命运-2013-14 年研究》(Stocks and Fate of
End-of-Life Tyres – 2013–14 Study)，由 Hyder Consulting 为全国环保理事会
编写，2015 年 4 月。

–
市场快照

2013–14
产生废弃物

9 万吨
14

循环再利用

出口

堆放

12% 77% 11%

有机物
可以转化有机物质中的高营养和高能源成分，带来广
泛的环境与经济利益，如改进农业土壤条件等。

维州庞大的农业有机废弃物回收提供了充足原料，也
为有机废弃物转化为商业产品提供了宝贵商机。

据估计，维州每年约有 160 万吨有机废弃物(包括食品、
植物与农业废弃物)可用于再加工。不过，目前填埋废弃物
中仍有约 60%的物质属于有机废弃物。基础设施投资
有助于提供本地化解决方案，用于回收有机物质，特
别是在农业社区。

投资机遇包括：
›

› 在工业区和现有的废弃物资源回收机构开发现场能源解
决方案；

食品废弃物是维州第二大被填埋的可回收废弃物种类。
维州每年产生 80 多万吨食品废弃物，其中仅 3%得到回收。

› 与农场（特别是牛奶场和猪舍）等利用有机物分解副产
品且需要蒸汽、热量和电力的企业开展联营；

情况速览

› 研发先进加工技术，用于提高混合型路旁有机废弃物
或来源分类型路旁有机废弃物的农业价值；

维州农业为澳大利亚贡献三分之一的食品产量，农
业生产基地遍布全州。不过，种植、生产和制造企业主
要集中于 Goulburn Valley、Loddon Mallee、Hume 和
Barwon Southwest 等地区。

各行业产生废弃物：食品废弃物，2013–14 (吨)

利用当前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具有持续可用性的低污染
商业与工业有机废弃物流；

› 容器堆肥机遇，用于生产高级堆肥与地膜，同时缩短
加工时间，减少周围社区受到的影响。

各行业产生废弃物：其他有机废弃物，2013–14 (吨)

各行业产生废弃物：花园废弃物，2013–14 (吨)

238

18802

26050
43460

252807
550498

103116
442946

175015

MSW

C&I

C&D

市场快照

2013–14
食品废弃物回收率
% 回收物资

9%

花园废弃物回收率
% 回收物资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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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
在 2013-14 年产生的 35.7 万吨木材废弃物中，11.8 万吨
(33%)木材得到回收和再加工。

各行业产生的木材废弃物：其他有机废弃物，2013–14 (吨)

21934

尽管回收率较低，维州仍有多种制造产品来自回收后的未
加工木材。这些产品包括地膜、胶合板、牲畜垫料，以及用于
能源生产的产品，包括生物质颗粒、煤球和干木屑。
预计市场对回收木材产品的需求将进一步增长。

103390

投资机遇包括：
›

231268

对未加工木材进行回收，加工为：
–

煤球或颗粒，用于家庭和室外供暖

–

粒料或用于工业供热系统的干木屑

–

通过废弃物能源转换流程生产的燃料

› 收集系统和分类基础设施，用于提高木材回收产品的
原料质量；

MSW

C&I

C&D

› 高品质回收木材的本地回收市场，如硬木地板和结构化
木材。
情况速览
木材废弃物来自 C＆D 和 C＆I 行业，
包括未经处理的木材、经过防腐处理的木材、
工程木制品，涂层或涂漆木材、木质包装、
锯末和边角料。 不包括林业和采伐残渣。

市场快照

2013–14
产生垃圾

35.7
万吨

16

回收量

11.8
万吨

回收率
% 回收物资

33%

玻璃
玻璃可以多次再加工，因此，有可能出现持续增加的玻璃
废弃物流，玻璃再处理基础设施的长期生存能力也得到提升。

各行业产生的玻璃废弃物：其他有机废弃物，2013–14 (吨)

17,841

玻璃回收市场发展强劲。但是，玻璃的再处理市场对价格
非常敏感。价格走低时，玻璃废弃物经常被堆存。目前在墨尔
本大都市区就存在庞大的玻璃堆积，估计数量超过 30 万吨。

61,314

在 2013-14 年产生的 23.2 万吨玻璃碎片中，大约 16.4 万吨
得到回收，回收率为 71％。然而，只有 45％的回收玻璃被加工
为碎玻璃，再次用于玻璃制造。剩余的 55％包括玻璃粉和堆存，
其中一些被加工成沙子替代物，例如沥青、喷砂、路基施工和
管道埋设材料等。

152,577

投资机遇包括：
› 开发色选技术，可以选择更小尺寸物质，减少粉
末产生率；

MSW

C&I

C&D

› 替代型纯玻璃收集系统，用于提高碎玻璃回收率，
减少污染；
› 生产玻璃回收产品，供快速增长的建筑业用于结
构化工程应用；
› 扩展当地碎玻璃市场，特别是在维多利亚中小城
市地区，这些地区因运输成本较高而令玻璃回收的可
行性受到影响。

情况速览
碎玻璃是一个行业术语，用于指代破
碎或废弃的玻璃，可重新熔化为新的玻璃
制品。

市场快照

2013–14
产生废弃物

23.2
万吨

回收量

16.4
万吨

回收率
% 回收材料

71%
17

塑料
维多利亚州拥有澳大利亚约一半的塑料再处理设施，塑料
回收量在全国占据重要比例。但是，维多利亚州每年产生的塑
料废弃物中，只有 31％(151000 吨)的废弃物得到回收，包括 18%
的出口再加工废弃物。

各行业产生的塑料废弃物，2013–14 (吨)

13946

回收的硬塑料(位于混合仓内)大多经过分类、粉碎、切片、
再加工成各种再生塑料产品，此类产品拥有相对强劲的市场。

209964

回收的软塑料用作新塑料或木材的替代品，用于生产
多种产品，包括护柱、栅栏柱、减速带以及户外家具等。

269035

软塑料的回收率要低很多，仅为 9％。
投资机遇包括：
›

收集、整理和再加工塑料需要的基础设施：
–

在住宅和商业建筑整修、翻新和拆迁项目中回收的
硬塑料

–

用于消费品包装和物流(快速增长的产业)
的软塑料

MSW

塑料薄膜，也称“薄膜塑料”，是一种轻薄
而灵活的塑料制品，经常用于包装、塑料袋、标
签和薄膜。农用薄膜是为温室提供天气防护的塑
料薄膜。

› 开展研发活动，针对因污染和塑料体积导致分类困难的
废弃物(包括来自残留废弃物流的物资)确认具有商业可行性
的再加工选项；

废弃物衍生燃料(RDF)具有多种含义，可以
指代任何来自废弃物的燃料。RDF 可用于废弃
物-能源转换流程，也可在其他工业热系统中用
作化石燃料的替代品。

› 开发流程与设施，用于更有效地收集及整合塑料薄膜；
塑料薄膜与农用薄膜使用量不断增加，未来五年此类物
资数量有望大幅增加。

市场快照

48

万吨

18

回收量

15.1
万吨

C&D

情况速览

› 使用高热量塑料作为原料，生产废弃物衍生燃料(RDF)，
供发电厂使用；

2013–14
产生垃圾

C&I

回收率
% 回收物资

31%

纺织品
2013-14 年，维州共产生 12.9 万吨纺织废弃物，其中仅
3000 吨废弃物得到回收，回收率仅为 2%。

各行业产生的纺织废弃物，2013–14 (吨)

9317

维州纺织废弃物包括废弃服装(包括制服)、废弃家具和
制造业边角料等。
送至填埋场的废弃物多数为消费前纺织废弃物，包括
制造业副产品，属于污染相对较低的废弃物流，需要相关
行业付出处理成本。

43995

仅仅利用被送至填埋场的大量纺织废弃物，投资者就
能从中发掘可观机遇，为大规模回收设施确保原料供应。

75335

投资机遇包括：
›

回收高热量纺织废弃物，生产 RDF；

›

研发技术，将混合纺织物还原为原始面料；

›

收集及处理床垫。

MSW

C&I

C&D

情况速览
纺织废弃物是增长最快的废弃物流之一，
也是可回收性最高的废弃物之一，95%以上
的纺织废弃物都可回收再利用，但维州仅有
2%的纺织废弃物得到回收。

市场快照

2013–14
产生废弃物

12.9
万吨

回收量

3000
吨

回收率
% 回收材料

2%
19

纸与硬纸板
纸纤维可以而且已经被用于制造多种产品，说明纸纤维
是一种具有极高价值的商品，具有极高回收价值。回收纸与
硬纸板还能够以经济可行的方式长途运输，接受再处理。

各行业产生的纸/硬纸板废弃物，2013–14 (吨)

5685

2013-14 年，维州共产生 180 多万吨纸与硬纸板废弃物，
其中 140 万吨得到回收。

418621

在得到回收的废弃物中，62.6 万吨纸与硬纸板出口至海
外接受再加工。如能在本地加工这些出口原材料，投资者将
获得宝贵商机。
商品价格之间的密切联系可能导致纸与硬纸板废弃物流
价格浮动。近期全球商品价格走高，推动维州纸与硬纸板回
收率达到 78%。

1358506

投资机遇包括：
› 为物资回收基地(MRF)提供分类基础设施，改进混合回收
流的分离效率；

MSW

› 提高 MRF 将纸和硬纸板从 C&I 废弃物流中分离出来的能
力。

C&I

C&D

2013-14 年回收纸构成 (吨)

171424
558100
其他(混合纸) 印刷与书

621034

写用纸
硬纸板/包装纸 报纸/杂志用

42960

纸
市场快照

2013–14
产生废弃物

回收量

180 万吨 140 万吨
20

回收率
% 回收物资

78%

混合废弃物流
案例研究：Berrybank Farm
以下投资机遇并不依靠单一废弃物流，而是涉及混合
废弃物流或多种废弃物流。具体技术解决方案可能有所不
同，废弃物资的供应来自多个源头。

废弃物能源
废弃物能源(EfW)在维多利亚州的废弃物与资源回收基
础设施中，是一项激动人心而且有丰厚利润潜力的长期投
资。不过，维州的批发电价相对较低，因此并入电网的
EfW 生产厂短期盈利能力可能会出现问题。
目前维州 EfW 投资机遇包括：
›

现场发电、供热、供应蒸汽(未入网)

›

产生热量与蒸汽，供非现场使用

维州拥有大量有机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对环境和公共
健康的影响日益引起人们重视，因此利用有机废弃物生产
能源的机遇对于维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根据废弃物填埋最佳实践管理要求，填埋场必须收集
废弃物排放的气体。不过，专业的 EfW 工厂
对气体的回收率远远高于填埋场回收率，进一步提高
了废弃物回收的环境效益。
维州已经出现了一些小规模回收设施，如废水处理厂、
医院和农业废弃物发电机，由各单位使用自己的废弃物生
产自用电力、蒸汽与热量。

Berrybank Farm 是一座家族拥有的养猪场，他们
使用新型 EfW 技术将养猪废弃物转化为能源、盆栽混
合 土 和 肥 料 ， 至 今 已 有 25 年 历 史 。 1989 年 ，
Berrybank 家族投资两百万澳元开展大规模创新项目，
使用养猪废弃物产生的沼气发电，供农场使用，提高了
农场的废弃物管理效率。
今天，农场的废弃物管理系统包括一座厌氧消化器，
可以将养猪废弃物转化为生物燃气，再用于发电。然后，
废弃物将得到再利用，作为无味有机肥料出售，富含营
养的水也得到回收，用作灌溉用水。
利用这种方式，农场节约了电费与水费，创造了稳
定的新型收入流，还解决了猪舍气味造成的社区问题。
在 这 家 拥 有 2 万 头 母 猪 的 农 场 ， 董 事 总 经 理 Jock
Charles 介绍说：“它取代了传统的化肥，现在庄稼的
长势比以前好得多。”
“一开始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都成为现实，只
要投入资金，就能取得回报。和供应商密切合作，这样
你就能找到适合特定废弃物类型的商机，时间一长你就
知道该如何管理废弃物系统。”
如欲了解完整案例研究以及更多实例，请浏览
www.sustainability.vic.gov.au/invest。

据预测，电价和燃气价格将进一步上涨，加之人口与
经济增长，表明大规模 EfW 设施将拥有更有利的长期
发展环境。
潜在投资机遇包括：
›

小型现场发电设施；

›

厌氧消化设施，用于生产蒸汽与热量；

›

废水处理、现场发电；

›

填埋场的沼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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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残留废弃物 (MRW)

粉碎机絮

MRW 是指经过来源分类或再加工活动之后，剩余的多种
废弃物的组合。 它们实际上就是具有回收价值的物质得到回
收之后，即将送往填埋场的废弃物。

当汽车、空调、冰箱和大型家电（主要为“白色家
电”）寿命结束，这些家电所含的污染物将被清除，部件
被拆解，碎金属得到回收，剩余材料就称为粉碎机絮。这
种副产品包括多种材料，如塑料、玻璃和橡胶。

2013-14 年，30%的维州废弃物流（340 万吨）被作为
MRW 废弃物送至填埋场。这些废弃物仍包含大量有用物质，
特别是可用于生产废弃物衍生燃料(RDF)的物质，这种燃料可
以在部分应用中取代化石燃料。
填埋场所有人和运营人，包括市政府和私人企业，都有
机会利用这些机遇，或者为投资者提供这些机遇，以进一步
处理 MRW 废弃物。
投资机遇包括：
› 增加填埋场的预分类与筛选产能，以提取更多具有经济
价值或高环境风险的物质
› 建设资源回收与中转站基础设施，为物资流整合提供支
持，再将废弃物运送至地区加工中心：某些情况下也可进行
现场再加工
› 将位于适当位置的站点转化为无需执照的填埋场，以及
计划于未来 10 年关闭的填埋场，以期以更经济合理的方式更
好地实施资源回收与整合活动

维州目前尚没有任何基础设施能够管理粉碎机絮，几
乎所有粉碎机絮都被送至填埋场(部分二手车粉碎机絮被
压缩后出口)。维州只有一家填埋场接受粉碎机絮，进一
步增加了这种废弃物处理的难度和成本。
维州每年产生 16 万吨粉碎机絮。其中很大一部分
填埋废弃物来自 C&I 行业。
潜在投资机遇包括：
› 从粉碎机絮中回收能源：汽车和白色家电经过处理后剩余
的塑料、玻璃与橡胶具有极高热量价值，可以成为 RDF 材料
的宝贵来源；
› 支持粉碎机絮的分类、回收与再加工；
› 与本地企业建立合资企业，使用粉碎机絮研发最终产品。

› 物资回收设施(MRF)，在技术上能够对混合残留废弃物流
进行分类，特别是来自 C&I 产业的废弃物，有助于将均质废
弃物再加工为达标 RDF，以满足出口市场要求。

案例研究：Close the Loop
Close the Loop 是墨尔本一家资源回收与循环利用
公司，其业务模式以持续研发投资为基础，公司将 5%
的年收入用于研发，以寻找创新方式改进资源回收率，
创造新型最终产品。
公司创始人、执行董事 Steve Morriss 介绍说：
“我们拥有多种专利技术，开发这些技术是为了履行公
司‘零填埋废弃物’的承诺，这项承诺也为 Close the
Loop 创造出新型企业文化：我们需要持续开展研发才能
维护这种文化。”
Close the Loop 公司很早就意识到，研发并非孤立
存在：必须为产品寻找最终市场，而且这种市场必须对
行业具有实用财务意义。

Steve 解释说：“技术突破再好都没有用，如果市场不
合适，一切都是白搭。”
经济因素与可持续利益相契合，这一点也同样重要。
“仅仅环保还不够，”Steve 指出，“没有足够的财务激励
推动行业合作伙伴积极参与，企业也得不到发展。”
利用公司与其他企业的合作，特别是与跨国基础设施
公司 Downer 的合作，Close the Loop 将继续展示研发与创
新为帮助资源回收长期投资取得回报而发挥的重要作用。
如欲了解完整案例研究以及更多实例，请浏
览 www.sustainability.vic.gov.au/invest。

市场快照

2013–14 年填埋的 MRW

34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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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 年产生的粉碎机絮

16

万吨

先进材料市场

金属

维州拥有数个特别活跃的材料市场，这些市场拥有充足
基础设施，用于管理废弃物流、实现回收率最大化。这些废
弃物材质拥有强大的国际商品市场，为其提供明确价格指标，
在商业产品制造业也具有稳定应用，有助于推动未来用户需
求。

为适应金属废弃物不断增加的趋势，回收业已投资建
设相应的回收基础设施。由于金属具有极高的商品价值，
在可预见的将来，金属废弃物数量将继续增加。出口在金
属回收业扮演重要角色，韩国是维州金属废弃物的主要出
口目的地。

尽管具有较高回收率，但由于这些材料数量巨大，且未
来 30 年将继续增多，因此它们将继续在维州废弃物回收业扮
演重要角色。

2013-14 年，维州共产生 160 多万吨金属废弃物，其中
96%得到回收，包括 25%的出口金属废弃物。维州仅有 4%
的金属废弃物被填埋处理。

混凝土，砖块与沥青在维州，混凝土、砖块与沥青回收
企业大多对这些废弃物进行粉碎处理，然后加以筛选，生成
可循环聚合物质，再将其混合后用于最终用途，如路基、排
水系统、灌溉与景观建设。

废弃汽车是金属废弃物的重要来源，这些废弃物的处
理也是维州废弃物金属管理行业的重要决定性因素。

在统一产品规范的支持下，新应用得到更广泛的接纳和
实施，推动砖块、石块与混凝土回收市场不断发展。
这种废弃物流污染相对较少而数量巨大(受建筑业繁荣发
展的推动)，进一步增加了回收商机。
维州产生的 430 万吨混凝土、砖块与沥青中，约 83%得
到了回收，不过，随着市场对回收物资接受度的提高，这个
数据仍有很大增长空间。
随 着 墨 尔 本 人 口 的 增 长 ， 特 别 是 东 南 部 (Cardinia 与
Casey 郡政府)以及北部和西部(Whittlesea、Hume、Melton
和 Wyndham 郡政府)的人口增长，混凝土、砖块与沥青废弃
物流的数量有望显著增加。

情况速览
混凝土、砖块与沥青废弃物是维州最大的废弃
物流。它的规模是其他废弃物的两倍。
10 年变化与趋势数据分析表明，过去 10 年中
砖块回收量相对稳定，不过石块与混凝土回收量都
呈稳定增加趋势。
这些废弃物流的产生与 C&D 行业直接相关，
占 C&D 废弃物的 92%。

市场快照

2013–14 年产生的混凝土、
砖块与沥青废弃物

430
万吨

回收量

2013–14 年产生的金属废弃物

83% 160

万吨

回收量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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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维州需要先进技术、业务模式与创新，在未来 30 年显
著提高资源回收率。
维多利亚州可持续发展局努力与各类有意扩展或建立基
础设施、增加维州资源回收率的投资者建立并保持关系，投
资者包括政府、运营商与金融家，以及尚未进入市场的潜在
投资者。
对于在维州寻求废弃物与资源回收宝贵商机的投资者，
维多利亚州可持续发展局将为其提供专门服务。这项免费服
务将帮助您协调与维州政府的关系，为您提供有关本地市场
的数据、信息、建议和洞见，支持您的投资决策。
我们也可以帮助您与维州政府设在亚洲、欧洲、中东和
美洲的商业办公室建立联系，这些办公室组成的网络正在不
断壮大。
欲知详情，请通过如下方式联系我们：

Sustainability Victoria (维多利亚州可持续发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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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

www.sustainability.vic.gov.au/invest

电邮

invest@sustainability.vic.gov.au

电话

+61 3 8626 8746

地址：

50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Australia

Sustainability Victoria
Level 28, Urban Workshop,
50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Australia
3000 Phone +61 3 8626 8700
sustainability.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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