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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版限塑令出台

分阶段分区域推行

2007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

于 限 制 生 产 销 售 使 用 塑 料 购 物 袋 的 通

知》。这份被称为“限塑令”的通知要求，从

2008 年 6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

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 0.025毫米的塑料

购物袋，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

零售场所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今年 1 月，有着升级版“限塑令”之称

的《意见》发布。与旧版“限塑令”相比，新

版“限塑令”在塑料制品制造和使用方面提

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提出全面禁止废塑料

进口。此外，违规企业也将被列入失信记

录，塑料污染治理重点问题将被纳入中央

生态环保督察。

为了尊重我国各地方使用塑料制品不

同情形，《意见》要求分阶段、分区域推行新

版“限塑令”：

不可降解塑料袋。到今年年底，直辖

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城市建成区的商

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打包外

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禁止使用不可降解

塑料袋，集贸市场规范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

塑料袋；到2022年年底，实施范围扩大至全

部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和沿海地区县城建

成区。到 2025年年底，上述区域的集贸市

场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鼓励有条件

的地方，在城乡接合部、乡镇和农村地区集

市等场所停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一次性塑料餐具。到今年年底，全国

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

料吸管；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景区景点的

餐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

塑料餐具。到 2022 年年底，县城建成区、

景区景点餐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

解一次性塑料餐具。到 2025年，地级以上

城市餐饮外卖领域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

具消耗强度下降 30%。

宾馆、酒店一次性塑料用品。到 2022
年年底，全国范围星级宾馆、酒店等场所不

再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可通过设置

自助购买机、提供续充型洗洁剂等方式提

供相关服务；到 2025 年年底，实施范围扩

大至所有宾馆、酒店、民宿。

快递塑料包装。到 2022年年底，北京、

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的邮政

快递网点，先行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

装袋、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降低不可降解

的塑料胶带使用量。到 2025年年底，全国

范围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

料包装袋、塑料胶带、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

塑料垃圾治理欠佳

限塑新规应运而生

随着《征求意见稿》的发布，中国治理

“白色污染”的成效再度引发舆论热议。

我国多次发布“限塑政策”，但是塑料

垃圾治理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国家

发改委网站于 2018年 1月曾发布《我为塑

料垃圾污染防治建言献策》的消息，邀请社

会各界围绕不同领域塑料制品的管理要

求，提出意见建议。

这份由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发出的邀请

指出，近年来随着电商、快递、外卖等新业

态的发展，塑料餐盒、塑料包装等的消耗量

快速上升，造成新的资源环境压力。塑料

垃圾被随意丢弃会引起白色污染，不规范

处理塑料垃圾存在着环境风险。

据中国塑协塑料再生利用专业委员会

统计，在旧版“限塑令”实施之初的 2008
年，中国每天对塑料袋的使用量就高达 30
亿个，其中仅用于买菜的塑料袋就达 10亿

个。

10多年之后，买菜大量使用免费塑料

袋等老问题仍在继续，而快递、外卖等新业

态的发展也给中国的白色垃圾治理之路带

来了新的困扰。

此次，《征求意见稿》拟规定，禁止、限

制使用的塑料制品包括不可降解塑料袋、

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宾馆酒店一次

性塑料用品、快递塑料包装等。其中，餐饮

服务中禁用的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包括餐

盒 (含盖)、碗 (含盖)、杯 (含盖)、盘、碟、刀、

叉、勺等。

记者注意到，在禁止生产、销售的塑料

制品中，包括厚度小于 0.025毫米的超薄塑

料购物袋、厚度小于 0.01毫米的聚乙烯农

用地膜、以医疗废物为原料制造的塑料制

品、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棉

签、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

《征求意见稿》拟规定，目录涉及品类

的细化标准将根据实施情况动态调整；在

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

社会安全事件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期间，

用于特定区域应急保障、物资配送、餐饮服

务等的一次性塑料制品可免于禁止、限制

使用。

高度重视源头治理

完善分类回收体系

业内专家分析称，限塑治理效果欠佳，

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政策的不稳定性。

1986年，铁路上开始使用塑料快餐盒，

由此造成铁路沿线到处都是被丢弃的白色

餐盒，带来了严重的“白色污染”。2001
年，原国家经贸委发布紧急通知，要求立即

停止生产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这是“限塑

令”的最早版本。

2013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将其从淘汰类目录中删除，

一次性发泡餐具重新合法化。而在今年 1
月发布的《意见》中，塑料快餐盒等又被列

入禁止、限用范围内，重新进入“黑名单”。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高秦伟认

为，有关政策的不稳定，禁止、放开政策轮

番交替，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限塑令”执

行在实际操作中弹性过大，效果欠佳。

高秦伟介绍，“限塑令”涉及多个部门，

然而不少基层部门对其是否负有相关监管

职责并不清楚，导致不同地区之间监管力

度不均衡并缺乏监管协作机制。于是，超

薄塑料购物袋、非环保塑料袋在一些监管

较松的地区生产，再流向生产环节监管严

格的地区使用，对后者的监管工作造成冲

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环境资源法学教

授周珂认为，塑料袋收费太低，导致价格对

供需的调节作用不够明显。目前替代包装

物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例如易降解的快

餐盒包装物等。“限塑令”实施效果不佳原

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还是成本问题。

此外，外卖业呈现出井喷式发展，商家

在外卖配送时通常会使用超薄塑料袋包

装，塑料袋的消耗也成了一个天文数字。

互联网+的消费场景往往是商家与消费者

直接点对点接触，具有一定程度的隐蔽性，

这给监管带来了新的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曾静萍建议，建立健全

垃圾分类回收处理体系。

曾静萍介绍，目前，外卖使用的塑料餐

盒和餐具的主要成分是聚丙烯，塑料袋主

要成分是聚乙烯，均是不可降解的普通塑

料。外卖垃圾除了餐盒、餐杯、塑料袋等，

还掺杂着食物残渣。由于外卖垃圾相对比

较零散，而且大部分黏附油污、汤汁等食物

残渣，特别是塑料制造成本非常低廉，而回

收的经济成本却比较高，导致外卖垃圾基

本无人回收，从而形成“白色垃圾”越堆越

多的恶性循环。

曾静萍建议，由于外卖垃圾的识别相

对简单，可以在学生和上班族相对集中的

公共区域，有针对性地开展外卖垃圾分类

回收，待初步实现分类收集后，再指定专业

公司进行统一回收处理，鼓励就地就近处

理，尤其针对可降解材料建设具备降解能

力的工业堆肥厂。

据《法制日报》

塑料制品禁限目录公开征求意见

专家建议

保持限塑政策稳定 健全分类回收体系

4月 17日，有浙江省杭州市民向记者反映，杭

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申报管理系统 4月 16日

发布的一则认定公示存疑，拟认定为 E 类高层次

人才的吴允清出生时间为 2011年 3月。经记者核

实，当事人实际为 1982年出生，公示信息系其在网

络申报时填写错误，目前杭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

认定申报管理系统官网已经更正公示信息。

此前，9岁申请高层次人才认定的信息，在杭州

当地不少微信群里引发热议。4月 17日下午，记者

联系上了吴允清本人，她表示目前在杭州驰萌科技

有限公司人事岗位工作，公司主要从事室内外LED
显示系统的生产、销售、安装及维护。此次她申请

认定的是杭州市E类高层次人才。

吴允清说，自己虽然在人事岗位工作，但名下

有三项发明专利，符合杭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

录中 E 类人才的认定标准。20多天前，她在网上

提交了材料审核申请，4 月 16 日杭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通过杭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申

报管理系统公示了她的相关信息。

吴允清告诉记者，她 1982年 7月出生，至于公

示的出生年月出现错误，她称是因为自己在网络

申报时填写错误，但没找到修改途径，就直接提交

上去，“网络填报信息是在 20多天前，当时有很多

材料要提交审核”。

同日，记者致电负责高层次人才认定工作的

杭州市人社局就业创业指导处，工作人员表示，经

查证确实是吴允清自身申报信息填写错误，在接

到群众反映后，他们当天下午已经及时更正了网

上的公示信息。

4月1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

布《禁止、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塑料

制品目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

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据了解，塑料制品禁限目录是对国

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此前发布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的补充，将细化各领域塑料

制品禁限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政策界限

和执行标准。

我国“限塑令”几经调整，但是塑料

垃圾治理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采访

中，专家建议应保持限塑政策稳定，健全

完善塑料垃圾回收和分类体系。

家住北京市昌平区天龙苑小区的曲女士近日

想装修，物业却要求她必须找单元的全部业主签

字才能走备案手续。曲女士说，其中有不少是租

户，无法联系业主。物业工作人员回应记者称，此

举是为了保护学生和居家办公人利益。

曲女士告诉记者，她家年前开始装修，原计划

今年 3月前完成剩余工程。但受疫情影响，直至 4
月中旬，仍未能开始施工。因房子无法装修入住，

她只能在外租房住。

4月 13日，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会议提出，要有序放开快递、装修、房屋中介、家

政人员等进小区。当天，天龙苑小区下发通知，要

求装修业主征求全单元业主同意并签字，才能进

行备案等相关手续。

曲女士称，单元共 12户，其中多户业主已将房

屋出租，不在该小区居住。“我问了一些租户，他们

从中介租的房子，也不知道业主电话。我联系物

业，又不肯提供业主的联系方式。”

曲女士认为物业此举不合理。“年前，我们所

有的手续和材料都已经备案。在无法和其他业主

正常沟通的情况下，物业还是硬性要求签名，这不

合理。”曲女士希望物业能给出解决办法。

4月 15日，物业工作人员就此事回应记者，目

前学生们仍在家上网课，一些住户也在家办公，施

工必然会对他们造成影响，物业的要求是在保护

这些人的利益。对于不在小区居住的业主，工作

人员称，在曲女士征得租户的同意后，物业可以帮

忙联系业主。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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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申请杭州高层次人才认定？
人社部门：系填报错误

装修需全单元业主签字
物业:为了学生和居家办公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