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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发展分析 
二、内地生活垃圾回收利用水平被低估 
三、几种生活垃圾处理方式能源贡献比较 
四、利用PPP方式推动村镇生活垃圾处理 



一、大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发展 

1988年，深圳市第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投入运行（2×150吨/
日),到2015年底,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21万吨/日。 





到2016年底内地建成并投入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约250座、总处理能力为23.7
万吨/日,总装机约为4880MW。其中采用炉排炉的焚烧发电厂有168座，合计处理能力
达到16.4万吨/日,装机达到3040MW。） 

  技术类型 数量 设计处理规模
（10000t/d） 

总装机 

（MW） 

焚烧发电厂 

炉排炉 168 16.4 3040  

其  它 82 7.3  1840 

 小计 250 23.7 4880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 
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2〕801
号）----走向规范的里程碑 

一、进一步规范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 
以生活垃圾为原料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均先按其入厂垃圾处理量折算成上网电量进行结算，每

吨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280千瓦时，并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0.65
元(含税，下同)；其余上网电量执行当地同类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 

二、完善垃圾焚烧发电费用分摊制度 
垃圾焚烧发电上网电价高出当地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的部分实行两级分摊。其中，当地省

级电网负担每千瓦时0.1元，电网企业由此增加的购电成本通过销售电价予以疏导；其余部分
纳入全国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解决。 

三、切实加强垃圾焚烧发电价格监管 
(一)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依据垃圾发电项目核准文件、垃圾处理合同，以及当地有关部门支付垃圾

处理费的银行转账单等，定期对垃圾处理量进行核实。电网企业依据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核定
的垃圾发电上网电量和常规能源发电上网电量支付电费。 

(二)当以垃圾处理量折算的上网电量低于实际上网电量的50%时，视为常规发电项目，不得享受
垃圾发电价格补贴；当折算上网电量高于实际上网电量的50%且低于实际上网电量时，以折
算的上网电量作为垃圾发电上网电量；当折算上网电量高于实际上网电量时，以实际上网电
量作为垃圾发电上网电量。 
 



但是， 
国家发改委三部门印发《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发改环资[2006]1864

号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发[2004]62号）

精神，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将保留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认定与资源综合利用电厂认
定工作合并。根据《行政许可法》有关精神，结合资源综合利用工作的实际，我们对
原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发布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国经贸资源[1998]716
号）和《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机组）认定管理办法》（国经贸资源[2000]660号）进
行了修订。在此基础上，特制定《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现印发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原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发布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
和《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机组）认定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三）城市生活垃圾（含污泥）发电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垃圾焚烧炉建设及其运行符
合国家或行业有关标准或规范；使用的垃圾数量及品质需有地（市）级环卫主管部门
出具的证明材料；每月垃圾的实际使用量不低于设计额定值的90%；垃圾焚烧发电采
用流化床锅炉掺烧原煤的，垃圾使用量应不低于入炉燃料的80%（重量比），必须配
备垃圾与原煤自动给料显示、记录装置。 
 



垃圾回收利用水平较高但缺乏统计 
 由于内地通常将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的物品一般称为“废品”，而将其余俗称为

垃圾，其中被称为垃圾的由城市环卫部门负责处理，而废品的收运和处理由其
它部门负责。因此，目前，城市建设部门统计的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基本不包
括“废品”部分。废品的回收在我国一直存在，大部分居民在家庭中对旧报纸
、易拉罐等还是基本做到单独收集,然后卖给“回收工”（俗称“拣破烂”,他们
大多来自农村,在城市居民区流动的或半固定的收集废旧物,然后再卖给废旧物资
回收站）。废纸回收状况就可以说明垃圾回收水平是不低的,甚至可以说还是比
较高的。 



废纸：回收率低，并不一定表示回收不充
分，以废纸回收为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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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塑料：回收利用率高，进口量大，据国际固体
废弃物协会2014年研究报告，内地接受了全球废
塑料交易量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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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2012年欧盟27个国家废塑料产生量2520万吨
，回收量650万吨，回收率26%，出口废塑料300万吨
，占回收量46%，其中出口到中国量87%。 



相同统计口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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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与生活垃圾
相关的废品统计
体系迫在眉睫。 



 亚当·明特  ：美国的废品回收率远低于中国，因为金钱的驱动
性更强。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像‘穷人的文化’那样，如此鼓励提高回收
再利用率。所以孟买贫民窟的废品再利用率远高于旧金山郊区。”因此
，从某个角度来说，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不再稀罕卖废品那
点钱，中国的废品回收率就开始下降；但同时，中国自身产生的废品正
越来越多。（来源： 2015-07-03  新华网 ） 



三、几种处理方式的能源贡献比较 

  目前，我国还缺乏针对生活垃圾填埋、
焚烧以及机械生物处理碳排放的深入研
究，也没有统一的计算参数。通过比较
处理每吨垃圾能源贡献（扣除处理过程
的能源消耗）也可间接反映出不同处理
方式的碳排放。以下选取国内几种典型
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的能源贡献。 



我国垃圾焚烧发电减排温室气体比发达国
家显著主要有两个原因 

 发达国家煤电比例低 
 填埋气体利用率高 
 2009年9月21日，美国环保局发布的报告指出，2006年美

国生活垃圾焚烧量为3100万吨，由于对垃圾焚烧进行热能
利用，相当于减排17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温室气体。 

 德国环境部报告，2006年德国生活垃圾焚烧量超过1700万
吨，共产出6.3TWh电能和并利用17.2TWh热能，相当于避
免减少975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温室气体。扣除化石燃料因
素（塑料燃烧热能）以及输入的能耗，净减少排放近4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温室气体。 

 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生活垃圾焚烧厂2007年焚烧生活垃圾
140万吨，削减4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温室气体。 
 
 



案例一：某L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采用流化床焚烧工艺。 

 2012年报告焚烧生活垃圾40.79万吨，耗煤5.1万吨（
煤产地为山西烟煤，热值为23390kJ/kg)，该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年总发电量1.3722亿度，厂用电率为
20.94%。依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2012年6000千瓦及
以上供电标准煤耗率为326克/千瓦时，按此指标计算
，5.1万吨煤可以发电1.2506亿度电，扣除这部分电量
后还剩余1216万度，折合到每吨垃圾的发电量30度。
如果扣除厂用电，该垃圾焚烧厂折合到每吨垃圾的发
电量为负数，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扣除煤的应有贡献，扣除垃圾处理过程的能耗，
每吨垃圾余热利用贡献是0。 



案例二：某H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采用流化床焚烧工艺。 

 2012年报告焚烧生活垃圾28.3万吨，耗煤0.8
万吨（煤来自秦皇岛港，热值为20674kJ/kg)
，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年总发电量5241万度
，厂用电率为28.24%。同样按照标准煤耗326
克/千瓦指标计算，0.8万吨煤可以发电1734万
度电，扣除这部分发电量后剩余3507万度，折
合到每吨垃圾的发电量124度。如果扣除厂用
电，该垃圾焚烧厂折合到每吨垃圾的发电量为
78.3度。 



案例三 

 某G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采用分选处理+厌氧发酵工艺，日处
理垃圾约400吨，沼气发电机组配置为 2×1560千瓦。2013年处
理生活垃圾13.5万吨，发电上网66.789万千瓦时，折合每吨垃圾
发电约5度。 
 



案例四 

 某X市生活垃圾填埋场，2012年填埋生活垃圾233万吨，配置填埋气体发
电机容量7.5 MW，2012年实际上网发电4277万度，折合每吨垃圾发电
约18度。 
 



案例五 

 光大环保能源（苏州）有限公司以BOT方式在2006到2013年先后建成一
、二、三期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共有8条焚烧线，总处理规模达到
3550吨/日，成为单个垃圾焚烧厂焚烧线最多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2013年该厂焚烧生活垃圾量（进厂量）141.13万吨，发电量4.68亿度，
上网电量3.83亿度，折合每吨垃圾上网电量271度。 
 





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排炉） 



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排炉） 





热风干燥+机械分选 
  原生垃圾进行破碎予处理,通过强

制热风（热风温度为70-80℃）干
燥处理，垃圾很容易将其分离，
这样既简化了前处理工序，也便
于后处理，并可降低运行费用和
建设投资。该工艺在德国又称机
械干燥生物处理，并在德国、意
大利、比利时等国有10多个处理
厂投入使用。该工艺技术，解决
了原生垃圾分选处理问题，也为
生产高质量RDF燃料。 

炉排炉垃圾焚烧的前一段过程
相当于机械生物处理 



四、利用PPP方式推动村镇生活垃圾处理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有多重属性，是市政公益事业，是环保产业，也是现代服务业。
从现代服务业角度分析，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方式，以市场为动力推动其发展有一定的合
理性。大家知道，市场化可以提高效率，但市场化前提必须是盈利的，如果不能盈利，
就难以吸引社会投资。 

 对于县级以下的垃圾处理，由于规模小，居民（政府）垃圾补贴的支付能力弱，同样是
垃圾焚烧发电厂，其盈利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例如，某县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由于经济条件限制，短期内还难以将垃圾收集服务范围覆盖到全县，只能覆盖到县城以
及县城附近的乡镇。而一个300吨/日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企业以BOT方式建设运营
这样规模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按照合理投资收益率估算（采用炉排炉技术工艺）垃
圾补贴收入应该120元/吨，而这个县所在省的省会城市以BOT形式建设2000吨日的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补贴只有60元/吨。完全以市场化的方式（如BOT），同样
焚烧处理1吨垃圾，县城需要支付120元/吨，高出省会城市1倍，而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
收入水平，县城往往比省会城市低出很多。 

 村镇人口密度低，人口集中度低，无论是垃圾收集运输还是处理，其总成本都要显著高
于城市。而村镇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又往往明显落后于城市。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BOT为例，固定成本以及财务费用占总成本约三分之二，只有降低这部分费用，使得垃
圾收运处理费用降到与之支付能力相适应的水平，才能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村镇垃圾收运
处理领域。这就需要引入新的市场模式，比如PPP模式。 
 



“十三五”发展展望 
—适度集中焚烧发电处理是必由之路。 

 现有政策条件下，每年建成约30座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平均规模800-900吨日） 

 能力需求:50万吨/日以上 

 “十三五”规划纲要（2016－2020年） 

 

 





海口市生活垃圾处理变迁 

 
 

•上世纪九十年代堆肥处理 
•卫生填埋处理 
•焚烧发电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


江苏省江阴市（2007年以前，简易填埋，2007年
以后焚烧处理） 



安徽省滁州市市区以及邻近的来安县、全椒县共建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实现了村镇垃圾收运处理全覆盖 



PPP模式的主要功能：提高效率，降低垃圾
处理收费 

 如果对小于300吨/日垃
圾焚烧发电厂，建议投
资由国家(政府)承担，
仍然采用BOT方式（或
者叫做PPP模式，经过
财务核算，同时把垃圾
收运也承担起来，使得
垃圾收运处理与地方的
承担能力相一致。） 

 以光大环保为例,目前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
周期可以控制在24个月以内,总投资可以控制在60
万元/吨左右; 

按照总投资60万元/吨估算,折旧年限15年估算,年
折旧成本约为120元/吨 

投资贴现率按照6%估算,相当于财务成本为110元/
吨,降低1个百分点,相当于增加补贴18元/吨。 

 

 中国内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快速发展的关键政策经验：电价政策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主要收入来自发电，生活垃圾处理费占全部收入30%

左右，这与发达国家的收入结构正好相反，发达国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主要
收入来自生活垃圾处理费。 

 适合发展中国家.使得大多数城市能够支付得起（1000吨/日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生活垃圾处理费可以降到60元/吨左右） 



结束语 

 谢谢大家! 
 THANK YOU VERY MUCH 
Email:xuhaiyun@263.net 
电话:13501389879 

mailto:xuhaiyun@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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