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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目标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目标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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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创新是将可持续性的考量因素（环境、社会和经济）纳入企业各个流程的

过程，从产生创意到研发再到商业化。可持续创新可应用于产品、服务、技术、

新业务以及组织模式（Charter & Clark，2007） 

可持续创新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与生态创新有关的新领域。生态创新是指通过减

少对环境的影响或更有效和负责任的自然资源（包括能源）的使用，在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方面取得重大和经证实的进展的任何形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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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可持续性原则纳入产品的开发是创新的重要源泉。这些原则可以应用于开发新产

品、改进产品、拓展产品线、节约成本和开发其它项目等。可持续性通过一下四种主

要途径提供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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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创新的背后都存在一个问题和一个决意要解决问题的人。解决问题的过

程可细分为几个步骤，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得创新成果： 

首先要定义问题，再通过不同的视角重

新定义问题（加深理解），然后进行测

试，最后还要探索难以解决的问题和非

典型的解决路径。之后，再仔细的观

察，或许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从而

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概念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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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产品开发的创新手段（Baldwi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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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nti（2008）提出，业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通常是一样的：事半功倍（资源

利用最大化）、长期存在（长期生存）、可扩展（做好改变的准备）以及设计

完整的网络（合作是关键）。这种方法有助于创新，例如，新技术让能源的使

用变得更加有效（Baldwin引用内容，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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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仿生学的概念，大自然为创新提供了许多的参考。Benyus（1997）详细地

描述了这种创新方法。该观点认为，大自然已经解决了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

比如说，PAX Scientific公司参考了软体动物壳中的三维对数螺旋形状，设计了

风扇、螺旋桨、叶轮和曝气器。这个技术提高了效率，证明在不同应用场景

中，风扇和螺旋桨对能量的需求降低了10%到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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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A 可以在多个阶段为产品、程序，甚至是整个系统提供深刻的见解。在应用
于产品设计或决策过程中时，能够对选择进行比较，同时优化流程。大部分可

持续创新和产品开发流程都建议使用这种方法，来保证产品能减少对环境的影

响，避免一个区域内进行的生产、维护和废弃所带来的环境危害转移到另一个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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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的电子产品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回收政策鼓励人们不要丢弃二手电子产

品。其中一项举措就是设置环保ATM（EcoATM）——人们通过该设施处置二

手设备时会获得返现。 

人们只需要把二手设备带到环保ATM服务点进行估价，随即就可获得现金！这

绝对是环保的一个巨大动力。 

乔治亚州瓦尔多斯塔陈设的自助售货站点接受各种个人电子产品，包括： 

• 苹果手机 

• 损坏的苹果手机 

• 其它苹果产品 

• 安卓平板产品 

• 例如 Kindle Fire 等的亚马逊阅读器 

• 摩托罗拉手机和智能手机 

• HTC 手机和智能手机 

• 黑莓个人信息存储设备 

• 三星设备，包括 Galaxy S系列，Note系列等等。 

来源：《卖二手手机》（2019） 
图 2.环保 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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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每年有一半的农业产出被浪费掉，主要是因为植物和水果极易被病原体感

染，且存储困难。 

 

DEMETRA提供了一种天然的、采摘后的水果保鲜处理方法，防止了食物浪费，

延长了新鲜产品的保质期。 

DEMETRA可以抑制水果的成熟，增强水果对病原体和其它压力因素的先天抵抗

能力。这能够直接防止食物浪费，同时还能提高水果的品质，减少冷藏的碳足迹

和能源成本。 

受到大自然的启发，DEMETRA的配方为100%的植物提取物，能够以和植物同样

的方法控制水果。所有成分对人类与环境都是安全的，符合有机农业的要求。 

来源：《农业企业的创新理念与技术》（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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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fé®技术采用低温、高压和节能工艺，

将咖啡渣结合到纱线表面，改变布料的性

质，使棉花的干燥速度提高到 200%。而且

S. Café®咖啡渣的微孔能够持续吸收异味、

反射紫外线！ 

有关该技术的更多说明，可点击此处了解：

https://youtu.be/yARernX9an0 

来源：Scafefabrics.com.（2019） 

 

 

图 3.Demetra 

图 4.S. Caf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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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之路（VAN GOGH PATH）是日间可以充电、夜间会发光的自行车车道。

它由数千颗发光的石头制成，灵感来自梵高的作品《星夜》。梵高之路是艺术

的传承，是一种文化遗产的创新。自行车道可以在夜间发光，打造一个奇妙的

富有灵感的车道，同时也增强了公共安全，对使用地区起到环境营造的作用。 

梵高之路是智慧公路（Smart Highway）项目的一部分，由荷兰公司Daan 
Roosegaarde和Heijmans Infrastructure共同打造，是未来的互动型可持续道路。

它通过光线、能量和信息打造智能道路。 

图 5. 梵高之路 

来源：Van Gogh Path | Smart Highway | Studio Roosegaarde. 

出自 https://www.studioroosegaarde.net/project/van-gogh-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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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同行业的案例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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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清洁——无烟项目（SMOG FRE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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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业过度包装：AirCarbon 能否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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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企业和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不断增长，因此可持续产品与服务正迅

速地从小众市场走向主流。可持续发展意识的企业负责人和行业应了解新兴趋

势、技术和市场差距，并应对不断变化的需求。生产可持续产品、服务和技术

需要可持续创新的过程。什么是可持续创新，与之前的模式有何不同？ 



 

可持续性就像是一个镜头，让我们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帮助人们用更少的

资源获得更多的价值。当今世界，消费者越来越关注他们所使用的产品带来的

影响，资源日益稀缺，监管者也对产品的环保功能要求越来越高。最终，客户

会购买有利于他们的产品——不仅要使生活更为便利、高效，还会考虑更高层

面的问题，例如资源利用率高的材料，以及产品能否帮助他们维持更加可持续

的生活。这也意味着，如果企业希望在未来产出可持续的利润，就要让产品、

服务和技术做到可持续性。生产可持续产品需要一个可持续创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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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在1月份的世界经济论坛上

称，全球的塑料产量从1964年的1500万吨飙升至2014年的3.11亿吨，这相当于

900座帝国大厦的重量。塑料产量预计还会随着需求继续增长，在20年内翻一

番。香港的情况尤为明显，因为它是一个以消费为主的城市。每人每天平均产生

1.36公斤（3磅）的生活垃圾。而在日本，该数字仅为0.77公斤。 

春节期间，人们为了庆祝节日会在街边做很多装饰，导致乱扔垃圾的情况，垃

圾桶周围也堆满了垃圾。这些垃圾有很多是一次性塑料袋、瓶子和容器。塑料

垃圾也不只是节假日才会出现的症结。香港每天填埋超过 2100 吨的垃圾，其中
大部分是包装材料。 

由于其成本低、重量轻、塑形强等特点，塑料被认为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发明

之一。塑料包装还改变了食品的交付和配送方式。然而，塑料包装 95%的价值在
被首次使用后就消失了，每年损失高达 1200亿美元（9400亿港元）。 

 

 

 

 

 

图 6.一位购物者在惠康超市的货架前走过。
HKFP/Catherine Lai 



 

有些人认为人类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塑料，应当让塑料变得更为环保。其中就有

解决方案使用玉米、藻类甚至是食物垃圾制造的生物塑料。与由植物生成的化石

原料制成的塑料相比，这些聚合物利用了可再生资源。有一些生物塑料是可以生

物降解的，能用于食品包装。弃置后可以制作堆肥，还能避免回收过程中产生食

品污染问题。 

但这也有局限性。和塑料一样，生物塑料并不是单一成分的物品，而是由一系

列聚合物组成。虽然生物塑料的外观和用途与传统塑料相似，但无法统一回

收。 

基于植物的PLA塑料密度和PET塑料相仿，因此一旦混在一起就很难再被辨别出

来。对于公众来说，区分第一种和第二种塑料已经很困难，区分生物塑料和传统

塑料则难上加难。 

而且，生物塑料通常会和生物降解混淆。不是所有的生物塑料都可以生物降

解，也不是所有的生物降解材料都是生物塑料。即使是生物可降解的生物塑

料，大多数也只能在工业堆肥中降解。一旦流入海域，它所造成的破坏性与传

统塑料不相上下。 

创新可以让回收和减少浪费变得更为容易。给这些产品做记号，标出各种塑料等

级和检测化学标记，就可以让自动分拣更为容易。使用了单一聚合物和相容聚合

物的包装材料可以利用现有的机械进行回收。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人们应该重新思考人类与塑料的关系，或者更具体地讲，

就是思考其用途。塑料包装对食品行业的贡献不可否认。它极大地降低了生产

和运输的能源成本，延长了易腐烂物品的保质期。 

然而，和绝大多数事物一样，技术的发展速度总是超过了社会的适应速度。无

论如何频繁清理，海岸线都已经被塑料垃圾所覆盖。而未搁浅在海滩上的垃圾

会被洋流冲走，或被海洋动物吞食。据估计，截止 2050 年，海洋中的塑料含量
将超过鱼类。 

来源：塑料天堂：香港的包装问题（2016）和Chan, W.（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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