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产业
循环经济愿景

在时尚产业循环经济中，
产品（服装、鞋类和配饰）
可更多次被使用、为再造而造，
由安全的回收再生
或可再生材料制成。
时尚产业循环经济可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促

峭望暑垂ā＜庭聪艇呱唪翔ν为实现这一愿景，不仅

进时尚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及环境再生。为从源头上解决

需要行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还需要进行大量投资，开

气候变化、废弃物和污染等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机遇。

展大规模创新，并确保透明度和可追溯性。

在实现愿景时，将优先考虑所有时尚产业从业者的权利

舁荡呱推伍廖娃您：ν

和公平。时尚产业循环经济为实现分布式、多样化和包
容性增长创造了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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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次使用

• 可以保持产品最高价值的商业模式，如租赁和再售，
已成为行业常态，将时尚产业的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

• 企业为用户提供必要的知识、工具和服务，以维持其
产品在外观和情感上的吸引力。

脱钩。

• 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能得到使用。尽量减少过量库
• 产品的设计和制造要使其经久耐用，并与将交付产品

存，并且保证其永远不会被销毁。

的商业模式保持一致（例如，在租赁模式中，要考虑
到产品的耐用性和维修产品的能力）。

• 在适宜条件下，数字化陈列或虚拟展厅等虚拟替代品
会增强或替代产品。

为再造而造

• 采用易于拆分的方式来设计和制造产品和材料，以便

• 开展产品收集和分拣实践，以便对产品进行重复使

对产品进行重复使用、再制造和回收利用，并且在适

用，再制造和回收利用，并且在适宜条件下以及最

宜条件下，以及最大程度地对其进行使用和循环后，

大程度地对其进行使用和循环后，可将产品安全地

可将产品和材料安全地用作堆肥。

用作堆肥：
- 企业为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与其投放到市场上的产品

• 垃圾填埋、焚烧和废弃物能源化不属于循环经济。

相应的支持，可确保其产品在实践中得以收集和重
复使用、再制造或回收利用。

• 应尽量减少包装的使用，采用可重复使用、可回收利

- 政府支持建立有效的用于收集的基础设施，帮助建

用或可堆肥的包装原材料，确保在更多方面符合艾

立相关的自我维持筹资机制，以及提供有利的监管

伦·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塑料循环经济愿景（其他包装

和政策环境。

材料也是如此）。

由安全的回收
再生或可再生
材料制成

• 为保护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健康，确保：

• 生产（包括在制造和加工过程中使用的材料）与消耗

- 产品和材料不含有害物质。

有限的资源完全脱钩：

- 产品的生产和使用不会将有害物质排放到环境中。

- 通过增加对现有产品和材料的使用，尽可能减少对

- 通过设计或收集防止可能造成伤害的微纤维进入环
境。

原生资源的需求。
- 尽可能减少生产的副产品，如果副产品的产生不可
避免，应将其视为有价值的材料。

• 生产、供应链实践和技术可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例
如，这可通过优化水、能源、化学品和材料的使用来
实现。

- 消费后可回收成分（PCRC）既可帮助实现与有限
的原料脱钩，又可刺激收集和回收利用需求。
- 所需要的原始投入来自使用再生农业生产方式获得
的可再生原料。
- 产品的制造、分销、分拣和回收利用由可再生能源
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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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的通用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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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提供了支持这一愿景的通用定义和解释，旨在提高
其透明度和一致性。本部分内容建立在适用的 ISO 和 BSI
定义之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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澏啔㛫棞旿羮慘骼㬠︑餚蹺槪豈艊 PDF 徏薴愳㠣樴媀詵鞲 BSI 鮪鄡縟
姎䯒 www.bsigroup.com/Shop 䯓驔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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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循环经济中，设计产品时要将如何不产生废弃物和污
染，并且延长产品和材料的使用周期纳入考量范围。

在循环经济中，存在两种物质流：技术循环和生物循环。 在适当情况下，这些材料随后会进入堆肥或厌氧消化等
在技术循环中，产品和材料可在系统中不断循环，始终

生物循环，以产生附加值，例如通过改善土壤健康和增

保持最高价值。

加土壤碳含量来实现。

莲ě推僚êＧ佮抹磯澈縷斂勝诫被菅μ桢憋μ充蹿攣涪

通过区分不同的技术材料或使其易于区分（如果不这样

唤滔丛菅呱三毋潘懿莲溶窝昔跳佨帝奢殄幽扰胸渖菸陂

做会阻碍回收利用），以及区分生物材料和技术材料或

隊佪療舁潘懿ν

使其易于区分（如果不这样做会阻碍回收利用和堆肥）
来促进物质循环。

注：本文件中的“技术材料”指适用于技术循环的材料，
“生物材料”指适用于生物循环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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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今椅被菅
汇潘懿杳章Ｕ佮ê改涪昔跳剧杓汇便申吃挝鏞拔膊呱启厨：申柁籼被
菅ν汇婁涝吸巴：佮勝诫被菅娃纹败呱殃霓ν

注：

昃菅骗

• 重复使用是指单个或多个用户对服装的重复使用，目的是增加服装
您乐陂ê改呱义秘戀舁瀨Ｘ绅惹推佮

ê改諑污桢申吃弹脞涪啭逞骗

呱脞惮ν

平均使用次数并尽可能延长其使用周期。
• 支持重复使用的业务模型示例包括但不限于租赁和再售。这些模式
使用后会有效地增加每件服装的平均使用次数。

注：
• 此定义指某一产品具有多种用途及适用于多个用户，并将维修、保
养等服务视为提高整体耐用性的手段。
• 耐用性通常可分为以下两个同等重要的方面：

• 产品设计与此类业务模式保持一致。这意味着产品设计、开发和制
造可确保产品可尽可能多地得到重复使用，例如，通过识别可能首
先出现故障的组件并提高其耐用性或可维修性，并为用户提供产品
保养支持。

- 物理耐用性：考虑通过加固服装结构和组成，以制造出可以抵御
损伤和磨损的产品。
- 情感耐用性：产品满足单个或多个用户的情感需求并被喜爱的能
力。

桢憋

• 产品的设计和制造应经久耐用，兼具物理和情感上的耐用性。
汇諒怊殃霓：佮窝陶餳扰实击呱ê改扰韪巴稗糧唤簇二菅郄捧ν
资料来源：
勝诫被菅

BS 8001: 2017，各机构实施循环经济原则的框架—指南——第 2.56
部分：维修

汇諒怊殃霓：佮深亳ê改扰韪巴呱段剧菅録莲吃療舁諑推蓯呱勝诫被
菅佮民Ａ芜莲吃療舁勝谨憋萄μ瓿艇扰唤滔丛菅νê改二脞閾醭＃杳

注：

斂界芤懊敝籼勝诫被菅￥佮縷秘蛰躲只喳μ桢憋扰两呱憋萄佮懊敝今

• 维修是延长产品使用周期的一项关键战略，并且可以与租赁和再售

Ｒ菅蓉二諑推蓯魂申柁被菅滥叭ν

等商业模式结合使用。

资料来源：
BS 8001: 2017，各机构实施循环经济原则的框架—指南，第 2.59 部分 :
重复使用

推僚êＧ潘懿杳章峭望 呯躏 | 6

＼充攣昙攣
汇ê改呱麈魈ｆ葱懊躲蹿攣斂惘Ｕ二嵫便莲吃療舁勝诫被菅μ充蹿
攣涪唤滔佮民Ａ汇婁涝吸巴：懊躲挝谨惘拇魂莲吃療舁被菅涪唤滔
范佮二恋ê改郎橙魂菅宝奸氕ν

奸氕

＼二闪绰昙麈魈

奸氕娃伸陂隊汇扈黉葭磐菸陂呱宝菅：療舁菸陂噦踯佮民汇跏酪呱推
蓯尺浪壤谨樸绰噦踯呱斂惘ν啭逞菸陂斂惘稗ê菸ē渝碘犰μ语μ凸

麈魈段赐被怕ê改汇闪绰推佮吃樸巴涪昔跳脞襟籼勝诫被菅μ充蹿
攣扰唤滔丛菅ν

伍碘繁陂涪菸陂隊佮蚌＜稗蒽：跋剥二跞呱鸳弦陂扰窝咏寅蒽陂ν
资料来源：

注：

ISO 14021:2016 (en)，环境标签和公告——环境声明（II 型环境标

• 纺织品生产过程的资源、能源和劳动密集程度很高，这意味着在将

签）—第 7.4.1 部分：术语使用

衣服用作堆肥时会造成大量价值流失。同时，纺织品中几乎不包含
能提升土壤肥力的养分。
• 因此，当务之急是在考虑堆肥之前，通过重复使用、维修、再制造
和回收利用来尽可能地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例如，由 100% 可堆

唤滔丛菅

肥材料制成的产品（包括装饰物、线和配件，除非它们是可拆分的）
将被设计成耐用产品，便于被长期使用、维修、再制造和回收利用， 恋ê改輛段簇吃笺峥昔跳语蔑佮黉范勝艇蛋锚諒ò昔跳佮民菅吃蹿攣
并在穷尽上述可能性的情况下返回生物圈。

艇ê改μ艇樸巴扰艇昔跳呱斂惘ν

• 堆肥可通过由专业人士管理的控制流程在工业设施中进行，也可以
在家庭堆肥场所中实施，后者会受到户主技能和其他环境条件的影

注：

响。产品可被认证 为“可与其他有机废弃物一起直接掺入家用堆肥

• 虽然回收利用是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会造成内在劳动

箱的家用可堆肥”（可在 20-30° C 环境下堆肥长达 12 个月，生

和能源损失，而且用其原材料生产产品还会产生必要的成本，因此

物降解水平达到 90%），或被认证为“工业可堆肥” （可在 58° C

与重复使用和再制造相比，回收利用的价值较低。

2

环境下堆肥长达 6 个月，生物降解水平达到 90%）。
• 如果产品被设计为可堆肥，则应证明可在实践中对该类产品进行大
规模地堆肥，例如，存在收集、分拣、拆分和堆肥产品的条件和基
础设施。此外，产品中使用的所有材料（例如，装饰和线）也必须
符合必要的要求。
• 任何用于产品的化学品或生产工艺都需要考虑到在使用后使生物养
分安全返回到环境中的能力。
• 术语“可生物降解”不应当与“可用作堆肥”混淆。“生物降解性”
是使产品可用作堆肥所需的众多属性之一。它不会指明一项产品在

• 要将回收利用规模化需要制定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的解决方案。为
此，可通过集中选择那些可在实践中进行回收利用的材料，并在高
效收集、分拣和回收利用这些材料的过程中促进其发展。
• 如使用混合材料，可在将材料分离后使其返回生物圈或在相关技术
循环中继续得到循环利用。在当前材料无法同时提供所需功能和可
回收性的情况下，将需要开发新材料或创新回收利用工艺。
• 服装设计中透明度和可追溯性综合机制与整个价值链中的流程保持
一致，可支持系统中的材料识别，从而提高回收利用过程的产出质
量。

实践中是否可以按照管理流程对产品进行收集和堆肥（例如，表明

• 如采用可回收设计，则应证明产品可在实践中进行规模化回收利用。

在什么条件下以多快的速度被生物降解）。考虑到国际标准中包含

• 更优方案是促进特定行业内的回收利用，以刺激为可回收性设计、

有关“堆肥”的全面和精确定义，因此，通常认为可堆肥是一个更

材料创新和对回收再生材料的需求。如果产品被回收利用后进入其

可取的术语。

他行业或应用，则应将产品设计成可再次回收利用并最终对其进行
分离。
• 将材料转化为燃料或能源的过程不视为回收利用，不属于循环经济
的一部分。
• 在循环经济中，产品和材料被循环利用，并始终保持最高价值。在
回收利用领域，该原则产生了对回收利用类型的一般优先排序：可
保留大部分内在价值的技术成为优选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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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确定适合每种产品的最佳方案时，不应将其作为一项严格

充蹿攣

的层次结构：
1. 纤维回收利用是指在根据颜色和面料对衣服进行分类后，将其
粉碎并重新加工成纤维。该类回收利用也被称为“纤维物理回

殃霓烫申俺艹窝ê改扰韪巴ê垂艇ê改ν益塔宝帝奢闪绰μ勝艇弦
砦μ勝艇酪挤懊躲吃肮暑爹ê改启敲涪陂芤昃菅骗呱锚碛ν

收利用”。
2. 聚合物回收利用是指使纤维回归聚合物状态，它会破坏纤维，

注：

但材料的化学结构保持不变。实现该类回收利用的方式包括熔

• 再制造包括产品级别的翻新操作（使产品达到“新”的状态，可包

化和压制纺织品（“聚合物物理回收利用”）；以及用溶剂提

括更新和改良），以及组件级别的再制造操作（使组件达到“新”

取聚合物（“聚合物化学回收利用”）。
3. 化学单体回收利用是指将聚合物分解成单体或其他组成面料，
这些单体或面料可作为生产原生聚合物的原料。

的状态和性能水平）。
• 再制造示例包括从用过的产品中取出完整的织物并将它们重新缝合
在一起组成新产品，还包括替换产品中的一部分织物。针织服装的

• 有关回收再生材料的定义，请参见第 9 页。

再制造方式为：在保持产品完整性的同时拆开纱线，然后将其重新

• 有关纺织品回收利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新纺织经济：重塑时装

织成新的服装。

的未来》报告（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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葙郎橙呱唤滔充菸扰二充菸昔跳蹿壤
汇潘懿杳章Ｕ佮聶ò莲裁幕扰懿礁窝棱呱陂隊汇麈魈推籼市囁汇斤佮

潘懿杳章肆膑ā懊懦＃锲蛾 - 蹿攣 - 谋馁￥呱殃霓佮途汇被菸ê＝哲

懊嵫便郎橙呱昔跳潘懿佮民Ａ月窝鸳弦陂稗市逃簇懿礁Ｕν

昝窝噲呱誹诛膑譽ν＼乐艹諒１唪翔佮攘叭閾醭磯澈縷斂勝诫被菅μ
充蹿攣涪唤滔丛菅谨绵川辆莲段剧昔跳呱閾遇佮黉范被菅充菸畴Ｇ菸
ê酮脏佮俺二充菸昔跳Ｕ锲蛾歹保呱段剧昔跳ν

窝棱陂隊

• 为了避免微纤维污染，需要对纺织品制造中所用的材料以及生产工
艺具有系统性理解，并从根本上对其重新思考。未来，我们需要通

吾隊９痴窝犢瀨陵骗呱碘繁陂佮旧寅蒽骗μ菸陂媲悝骗涪咏骗陂隊

过更多新材料和生产工艺研发，设计出防止微纤维脱落的产品，并

佨PBT佪佮鏞寅蒽骗涪鏞菸陂媲悝骗陂隊 佨vPvB佪佮祆攮μ祆韬胪

提高捕捉微纤维技术的效率和规模。

阍鹅涪菸隐咏骗陂隊佨CMR佪佮懊躲尺绰攒妙撒陂佨ED佪ν

• 有关微纤维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新纺织经济：重塑时装的未来》
报告（第 1 章）。

资料来源：
ZDHC 知识库—术语表（2020 年 9 月）
唤滔充菸昔跳
段吾醭宝＼谋馁陂界芤佮蚌娃縷斂蹿攣斂惘莲吃療舁勝艇界芤范蹿壤
磐琥桢

挝杓ê改扰ê改韪巴呱昔跳ν

汇菸êμ被菅Ｕ涪被菅范攖盈俺ê改膑穑呱璋杌琥桢扰璋杌琥桢嶷谫ν 资料来源：
ISO 14021:2016(EN)，环境标签和公告－环境声明

注：

（II 型环境标签）－第 7.8.1 部分：术语使用

• 术语微纤维既适用于合成纤维（如塑料纤维），也适用于天然纤维（如
纤维素纤维）。塑料微纤维属于微塑料的一种。
• 尽管微纤维通常是指长度小于 5mm 的纤维，但对微纤维的尺寸并
没有统一的定义。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到长度各异的纤维最终进入
环境，可能会造成何种潜在影响。
• 在使用时，术语“纤维碎片”与术语“微纤维”可互换。
• 近年来，纺织业已被确定为是导致塑料进入海洋这一问题的主要因
素。约三分之二的纺织品由合成材料制成，主要为塑料基聚酯纤维、
聚酰胺纤维和腈纶。
• 天然或纤维素纤维通常会经过纺织品印染处理，这可能会阻止微纤
维在环境中安全地进行生物降解，或使相关物质释放到摄入该等物
质的物种的消化系统中。
• 微塑料正在向食物链上游移动。有证据表明摄入微塑料可导致某些

注：
• 在使用时，术语“次生原料”
（SRM）与术语“再生材料”3 可以互换。
• 再生材料来自时尚产业或其他行业产品的回收利用，既包含消费后 4
的成分，也包含和消费前 5 的成分。
• 来自“服装到服装”回收利用的消费后可回收成分 6 允许行业连续循
环其投放到市场上的材料，并可避免自身和其他行业的材料价值流
失，是再生原料的首选来源。
• 在循环经济中，消费前废弃物的概念不复存在。生产过程中的副产
品和过量库存被最小化，如必须产生，则被视为有价值的材料并被
使用，如作为再生材料。
• 使用来自其他行业的消费后可回收成分可帮助减少时尚产业对原始
材料的需求，从而提高收集、分拣和回收利用机构的利润。然而，

物种发育迟缓或因无法摄食而死亡，而且能通过在消化系统中分解

该方案不得阻碍在这些行业以及时尚产业内进行更高价值的回收利

释放相关物质。

用（如可能）。

• 微纤维的捕获是我们一直以来工作的重点。鲜有研究探讨首先通过

• 下一页提供了“废弃物”的定义。

改变服装的设计和制造方式来消除微纤维的释放，在这一方面还需
要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3

樰懪漥茒僡蘚＝艊呯躏䯖漛羠囑旿曧詵飨螻敒濕羮艊棞旿䯖䆠謚慘踵昦艊囑棞旿㳛昦㫧駱鄽牨︑䯒漥茒孉粶鄽牨

誤㚧陝䯖2015 妘䯓

4 狆㠿謚詵螻敒彾鰓曧咲姲徏縟趵︒墡趵嶗梽椨㛄昻訵鲲閔桭鄮羮忊忞鲲羠艊棞旿䯖㫥鲢棞旿醭镾畝羮鲋鲲閔艊䎖梕羮㬠︑䯒㡊旿棾瑧䯤ISO 14021:2016(en)䯖粶乵槪誐
嶗駡鶯䯗粶乵佪暺䯒II 矇粶乵槪誐䯓䯗訅 7.8.1 㯵鰓䯤梮㛳懲羮䯓
5

狆㠿頌詵螻敒彾鰓䯖雩蠙墡趵謚詵螻敒彾鰓䯖藥愥羠鲲㫓蠿跤鞲姠婮窹牐跤㩸懙艊棞旿︑
䯒㡊旿棾瑧䯤ISO 14021:2016(en)䯖粶乵槪誐嶗駡鶯䯗粶乵佪暺䯒II 矇粶乵槪誐䯓䯗

訅 7.8.1 㯵鰓䯤梮㛳懲羮䯓
6 桽⺸勢桽⺸艊螻敒濕羮曧慇鮪暃桽⺸晹熴畝㳛侟懲羮徏⺖畝壽㬬謚䯖㬦㫓螻敒濕羮昷媀黌暃踵昦艊㫓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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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菸畴Ｇ菸ê乐嘩

二充菸昔跳

充菸畴Ｇ菸ê乐嘩二糜档萄瓜会劫裁幕涪铰蛋会劫犰诽師佮暑鏞语隊

葙锡扈１怊菸陂诛呱菸陂隊韪壤佮民二＜庭療舁舸掣ν您閉縻葱剧段

涪铰蛋菸陂今消骗佮民铰尿菸捧妾枰呱泼诫惮ν

跳呱二充菸骗推佮諒ò昔跳锡诛舸掣巒堀抹您谨ě扰渖ě实昝巒堀ν

注：

资料来源：

• “再生农业”指的是可促进自然系统再生的方法（不包括纤维等回

ISO 14021:2016(EN)，环境标签和公告－环境声明（II 型环境标签）－

收利用材料）。

第 7.14.1 部分：术语使用 7.14.2. 部分：资质要求。

• 再生农业生产实践包括农林复合经营、朴门永续农业和有管理的放
牧。
• 有机农业和其他依靠自然存在的物质而非合成材料的实践可被视为
迈向再生农业生产实践的一种手段。
• 我们将通过再生农业生产实践所取得的成果与传统实践基准进行比
较。以农业为例，传统农业实践依靠有限资源和少量作物品种的投
入，造成了土壤退化、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
• 在废弃的土地上开展再生农业生产实践可能有助于改善土地自然生
态系统。

注：
• 土地用于生产可再生材料的方式不得对自然生态系统，包括对古老
和濒危森林等景观，造成任何负面影响或使其退化，也不得与用于
粮食生产的土地竞争。
• 目的是使用合适的再生农业生产方法种植所有可再生材料（参见本
页）。可再生材料是指有机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农作物、树木、藻
类和动物），以及生物源的废弃物和副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农业和
食品废弃物）。

谋馁陂
娃伸籼谋馁扰＜充被菅呱昔跳扰陂隊佮縷秘稗廉祆桨嘉μ佥碘扰载兹
簇懿礁Ｕν

注：
• 在循环经济中，产品、材料和组件永远不会变成废弃物。废弃物均
通过设计得以消除。
• 通过重新设计，那些将成为废弃物的材料或物质会被消除，成为其
他产品的原料或安全地返回生物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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滷脱拇涪二攏著骗
＼乐艹諒１峭望佮閾醭嵫便涕Ｒ拔膊摯呱滷脱拇涪二攏著骗佮諒蛰躲ê改跏
晓μ碘赖改骚城μ溶被菅昔跳涪菸ê乐嘩渖酮瀨ν

逯辩仆二＼绰逯μ充蹿

攣涪唤滔丛菅渖被菅范乐嘩暑比哆攴佮豢益祀逞勝醭ν

二攏著骗
攏繪涕Ｒ比抹摯９佨帝奢被菅范佪呱ê改μ韪巴μ昔跳懊躲菸êê改
推呱饣稗涪懿礁怒竿呱脞惮ν

滷脱拇
饭比抹摯溶窝哆＝酮佨帝奢菅蓉佪暑比ê改跏晓μ碘赖改骚城μ溶被
菅昔跳涪菸ê乐嘩渖辩仆呱脞惮佮療昙嵫便挨叭脞襟旺瑪芤踯μ锲蛾μ
涌萊諒ò辩仆佮懊躲諒ò辩仆呱只忘拇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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俏瓜繁宝拜帮

Tintex Textiles

Laudes 基金会

联合利华

MAVA 基金会

Vestiaire Collective

英国人民邮政彩票梦想基金

威富公司 (VFC)
戈尔公司

宵旁繁宝拜帮

Wrangler

Burberry

YELLOW OCTOPUS

Gap Inc.
H&M 集团

嚦陵伍习

汇丰银行

从摇篮到摇篮产品创新研究所

Inditex 集团

Fashion for Good

PVH 集团

Fashion Positive

Stella McCartney

全球时尚议程 (GFA)
HKRITA

哆＝酮

RSA

阿迪达斯

纺织品交易所

Aditya Birla Fashion & Retail Ltd

The Sustainable Angle

Apex Spinning and Knitting Mills Limited

ZDHC 基金会

Arvind Limited
Asos

吃肮＠厘

Bank & Vogue

Apparel Impact Institute

Bestseller

Art Partner

C&A

BGMEA

Circular Systems S.P.C

BPCM

DuPont Biomaterials

BRING | JEPLAN, INC.

Farfetch

英国时尚协会

Fast Retailing Co., Ltd.

Canopy

Fung Group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CNTAC)

Guess?, Inc.

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 (CFDA)

Hallotex

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 Defra

Hirdaramani

欧洲服装和纺织业联合会

HP Inc

欧洲环境署 (EEA)

I:Collect (I:CO)

Fashion Revolution

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创新中心

加泰罗尼亚政府

开云集团

可持续贸易行动计划 (IDH)

Lee

KG Fabriks

兰精

Kipas Textiles

伦敦废弃物循环利用理事会（LWARB）

LA 卫生环境部 (LASAN)

Nanushka International Zrt

米兰市

Nordstrom, Inc.

加速循环经济平台 (PACE)

纽约市卫生部

SAITEX

Outerknown

Susannah Frankel

PRIMARK

可持续服装联盟 (SAC)

宝洁公司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兰蒂奇集团

利兹大学

Reformation

朴茨茅斯大学

Salvatore Ferragamo

世界资源研究所 (WRI)

索尔维

国际社会责任认证组织（WRAP）

TEXAID Textilverwertung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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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成立于 2010 年，致力于加速向循环经济的转型。自创立以来，基金会已成为
全球思想领袖，并把循环经济推上了商界、政界和学术界的重要议程。基金会主要围绕以下七个维
度开展工作：系统性倡议；洞见与分析；商业；政府与城市；循环设计；教育；传播。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 | @circulareconomy

关于循环时尚倡议
(Make Fashion Circular)
“循环时尚”倡议由英国慈善机构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于 2018 年在哥本哈根时装峰会上推出。该
项倡议汇集了整个时尚产业的领导者，包括设计师、品牌商、城市、慈善家、非政府组织和创新机
构，致力于引领全球力量通过创造时尚产业循环经济来消除废弃物和污染。在循环经济中，服装可
更多次被使用、为再造而造，并由安全的回收再生或可再生材料制成。
为了推动循环时尚，企业、政府、创新者和公民需要联合起来。“循环时尚”倡议由 Laudes 基金
会、MAVA 基金会和英国人民邮政彩票成员等慈善合作伙伴提供支持，由英国人民邮政彩票梦想
基金资助。
“循环时尚”倡议获得了来自以下各方的支持：

更多信息，请访问：tiny.cc/makefashioncir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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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文档由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基金会”）编写。在编写本文档过程时，本基金会进行了细致
和审慎的工作，并参考了其认为可靠的信息。但是，本基金会不代表和不担保与本文档有关的任何
一方。
对于任何一方因使用或依赖本文档所载信息而产生的任何类型的任何索赔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利
润损失和惩罚性或间接性损失，本基金会（及其相关人员和实体及其员工和代表）概不负责。
本文档中英双语发布，若中英文理解与解释有不同与偏差，以英文版为准。
頴愛 · 䧍陸䅏緥▕㳟＝ 2020 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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