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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 

前  言*
 

 

塑料购物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进入中国以来，因其便携性和低成本，很快

取代了我国民众长期使用的菜篮子和布袋子，渗透进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由于过度使用和管理不善，大量的塑料袋被随意丢弃，影响生活环境的整

洁与美观。而且，塑料袋被填埋后无法降解，影响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对生态环

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危害。 

为此，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7 年 12 月 31 日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

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以下简称“限塑令”），规定所有的超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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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禁止生产、销售、使

用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塑料购物袋。“限塑令”自 2008 年 6 月 1 日正式实施以

来，超市等集中购物场所的塑料购物袋使用量大幅下降，消费者的环保意识逐渐

提高，对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发挥了积极影响，但是“限塑令”存在的政府职责

不清、限制范围过泛等问题，都严重制约了“限塑令”的有效实施。 

为了推动“限塑令”的良好实施，本着为政府建言献策，为公众提供信息支

持的信念，几位来自民间组织和高校的青年人于 2008 年 3 月成立了“民间限塑

政策研究小组”（以下简称“限塑小组”
†），开始对“限塑令”进行研究，2010 年

初，限塑小组正式落户于北京市朝阳区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加大了对“限塑

令”的研究力度，并将研究范围扩展到更为广泛的包装物领域。 

三年来，限塑小组先后对“限塑令”的政策文本、执行状况、国内外限塑政

策异同等问题进行了持续的跟踪研究，并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限塑令”的

完善和实施提出建议。小组通过公开信、新闻媒体、两会提案等方法将研究成果

和建议传达给政府和公众，中国日报、环球时报、南方周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搜狐网等众多媒体对小组的工作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时值限塑小组成立三周年之际，我们梳理了三年来的研究成果，结合国家政

策、媒体报道，将其编制成册，供国内外关注“限塑令”的团体或个人参考。手

册共分四章，前三章依次介绍了 2008、2009、2010 年三年间的研究成果及媒体

报道，第四章为“限塑令”相关的国家政策。 

限塑小组清楚地认识到自身能力的有限，我们热忱欢迎所有关注“限塑令”

等包装物环境政策的团体或个人参与并指导我们的工作，为推动相关政策的完善

和实施共同努力。 

 

杨纬和 

2011 年 3 月

                                                             
* 汇编电子版全文下载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766e74b10100q5wj.html，

http://www.envirofriends.ngo.cn。 
† 限塑小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package2011，微博 http://t.sina.com.cn/package201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66e74b10100q5wj.html
http://www.envirofriends.ng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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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塑令”三十七问 

 

毛达*
 

2011 年 3 月 北京 

 

第一部分：“限塑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 “限塑令”涉及哪些政府文件？ 

 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7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

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国办发〔2007〕72 号，以下简称《通知》），通

知于 2008 年 6 月 1 日正式实施。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 2008 年 5 月 15 日联合发布

的《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 2008 年第 8 号，以下简称《办法》）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 2008 年 7 月 4 日发布的《关

于<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商

改字[2008]41 号，以下简称《意见》） 

 

2. “限塑令”到底是个什么令？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通知》可以称得上是“限塑令”的根本法。它的性质

对整个“限塑令”而言有重要意义。 

《通知》不是行政法规。人们习惯上将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等同于国务院文

件，并将之划入行政法规的类别中。但国务院办公厅只是国务院的日常办公机构，

显然不能等同国务院，因此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不能等同于国务院文件，更不能等

同行政法规。《立法法》第三章对行政法规有明确的规定。所以“限塑令”不是

行政法规。 

《通知》不是部门规章。国务院办公厅不属于《立法法》规定有权制定部门

规章的“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

属机构”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它发布的“限塑令”不是部门规章。 

《通知》或许是规范性文件。在我国，规范性文件是一个大筐，什么东西都

可以往里装。所有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律渊源要求的公文都可以归到规

范性文件之中去，其形式和效力却千差万别。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职能配置、内

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国务院办公厅只负责处理国务院内部的日常工作，不

                                                             
* 毛达，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理事，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成员，

自然之友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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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行政管理职能。但从我国行政运作的实践来看，却发现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类似“限塑令”的通知不计其数，涉及我国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行使着几乎不

受限制的管理权，但很少有人质疑过这些文件的法律效力。*  

 

3. 塑料购物袋需要符合的国家标准有哪些？ 

 强制性国家标准《塑料购物袋的环保、安全和标识通用技术要求》

（GB21660—2008） 

 推荐性国家标准《塑料购物袋》（GB/T21661—2008） 

 推荐性国家标准《塑料购物袋的快速检测方法与评价》（GB/T21662—2008） 

 

4. 什么是“塑料购物袋”？ 

根据《办法》第二条的定义，“塑料购物袋是指由商品零售场所提供的，用

于装盛消费者所购商品，具有提携功能的塑料袋”。 

根据推荐性国家标准《塑料购物袋》（GB/T21661—2008）的定义，塑料购

物袋是“以树脂为主要原料制得的，在销售、服务等场所用于盛装及提携商品的

袋制品”。 

 

5. 为什么需要对塑料袋或塑料购物袋进行限制？ 

《通知》说，“塑料购物袋是日常生活中的易耗品，我国每年都要消耗大量

的塑料购物袋。塑料购物袋在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同时，由于过量使用及回收处

理不到位等原因，也造成了严重的能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特别是超薄塑料购

物袋容易破损，大多被随意丢弃，成为“白色污染”的主要来源。” 

此外，还有专家指出，劣质塑料袋，尤其是与食品接触的，还会对人体健康

构成严重的威胁。 

因此，政府部门有必要采取措施减少塑料袋的消耗量，防止塑料袋进入环境

造成白色污染，保证符合环保和卫生标准的塑料袋在市场上流通。 

 

6. “限塑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禁止超薄塑料购物袋 

“限塑令”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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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第一条）。 

 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 

“限塑令”规定，“自 2008 年 6 月 1 日起，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

                                                             
* 道可道博客：http://lawyer001.fyfz.cn/art/350291.htm；邓毅. 限塑令的法律问题. 法制与社会. 2009(4):87-88. 

http://lawyer001.fyfz.cn/art/3502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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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商品

零售场所必须对塑料购物袋明码标价，并在商品价外收取塑料购物袋价款，不得

无偿提供或将塑料购物袋价款隐含在商品总价内合并收取”（《通知》第二条）。 

 建立塑料购物袋的台账管理制度 

“限塑令”规定，“塑料购物袋销售企业要建立购销台账制度，防止不合格塑

料购物袋流入市场”（《通知》第三条第二段）。 

 促进塑料袋和其他废塑料的回收利用 

“限塑令”要求环卫、环保、科技、财政和税务部门都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

废塑料的回收利用水平（《通知》第四条）。 

 

7. “限塑令”如何看待垃圾焚烧？ 

“限塑令”要求：“环卫部门要加快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理，切

实减少被混入垃圾焚烧或填埋的废塑料数量”（《通知》第四条第一段）。 

 

第二部分：哪些场所应对塑料袋收费？ 

8. “限塑令”中的“商品零售场所”指哪些？ 

所有提供商品零售服务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意见》第一条）。 

 

9. 书店、服装店或建材店需要执行“限塑令”吗？ 

都必须执行。 

 

10. 餐馆中的塑料袋到底要不要收费？ 

餐饮企业暂不在“限塑令”规定的塑料购物袋收费场所范围内。 

《意见》发布之前，有专家认为餐饮店提供的塑料袋“吃完打包不收费，外

卖要交钱”。《意见》发布之后，又有媒体报道限塑范围明确扩展到了餐饮场所。

对此，国家工商总局市场司有关负责人于 2008 年 7 月向记者澄清：“原则上餐饮

企业暂不在有偿使用塑料袋范围内。” 

 

第三部分：什么样的塑料袋是合法的？ 

11. “限塑令”禁了哪些塑料袋？ 

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包括其生产、销售和使用。 

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塑料购物袋。《办法》第九条规定：“商品零售场所不得销

售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塑料购物袋”，实际上禁止了此类塑料袋在市场上的流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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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国家食品包装标准的塑料预包装袋。《意见》第二条规定：“装盛生鲜

等食品的塑料预包装袋不得具有提携功能，且须符合食品包装相关标准”，实际

上不允许不符合食品包装标准的塑料袋用于食品包装。 

 

12. 塑料购物袋的厚度不得低于 0.025 毫米合理吗？ 

据参与政策制定的专家介绍，厚于 0.025 毫米的塑料袋可保证盛装 6公斤的

商品走半个小时不破裂；一般来说，商场超市购物量为 5-6公斤，消费者提着购

物袋走，如果太薄的话不方便。 

总的来说，塑料袋过薄很可能会产生如下问题： 

 承重性能差，容易破损遗弃，重复利用率低，造成资源浪费。 

 质量轻，容易被风吹到环境中，造成白色污染，不好清理。 

 单价太低，不易对消费者形成价值提醒，不利于单独收费。 

但是，塑料袋过厚也会产生一些问题： 

 厚度越大意味单个塑料袋资源消耗越大，如果重复使用率不高，会比薄塑料

袋更加浪费资源 

此外，无论是薄塑料袋还是厚塑料袋，如果由废塑料制成且使用不当的话，

都有可能产生健康隐患。所以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进行进一步的调研，以确

定塑料购物袋市场准入的最佳标准。 

 

13. “限塑令”限制消费者用手撕袋当购物袋使用吗？ 

没有。政策只规定了这些手撕袋不能具有“提携功能”（《意见》第二条）。 

 

14. 如何判断塑料袋具有“提携功能”？ 

《办法》定义了塑料购物袋是具有“提携功能”塑料袋，《意见》进一步规

定食品塑料预包装袋不得具有“提携功能”，因此“提携功能”这一概念对“限

塑令”的执行非常重要。虽然习惯上人们会把带提手的“背心袋”或“马甲袋”

等视作是有“提携功能”，但相关文件并没有对此概念给出确切的解释。 

 

15. “限塑令”对“垃圾袋”有没有要求？ 

没有。“限塑令”没有对以盛装垃圾为使用目的的塑料袋的厚度、样式、是否

需要满足一定的国家标准作出任何规定。但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 年本）》，超薄型（厚度低于 0.015 毫米）塑料袋生产线属

于“限制类”产业。因此，厚度低于 0.015 毫米的垃圾袋的生产也是应被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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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不合格塑料购物袋能当成“垃圾袋”赠送吗？ 

“限塑令”还存在“灰色地带”。商家若把超薄塑料袋和其他不合格塑料购

物袋作为“垃圾袋”“赠送”给顾客，显然是一种变相违反“限塑令”的行为。

如果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话，应该考虑增加政策补充条款禁止这样的行为。 

 

第四部分：塑料袋该怎么收费？  

17. 哪些塑料袋必须要收费？ 

商品零售场所提供的符合国家标准的塑料购物袋。 

 

18. 哪些塑料袋可以不收费？ 

符合国家食品包装标准的塑料预包装袋。 

 

19. “限塑令”有没有禁止对某些塑料袋进行收费？ 

没有。 

 

20. “限塑令”是否规定了塑料购物袋收费价格的下限？ 

是，即不得低于塑料购物袋的经营成本。 

 

21. “限塑令”有没有规定塑料购物袋收费价格的上限？ 

没有。 

 

第五部分：塑料袋收费对消费者有何影响？ 

22. 塑料购物袋在收费之前是“无偿”的吗？ 

不是。塑料购物袋的成本实际隐含在消费者所购商品价格中。一般来说，商

家会将采购塑料购物袋的成本计入企业的运营费用中，然后再摊在所有商品之

中。 

 

23. 收费是否使塑料购物袋的成本从“隐性”变成“显性”？ 

经环保团体调查，一些商家在实施收费政策后，不再将塑料购物袋的成本计

入企业的运行费用，而是将之单列为商品成本。塑料购物袋的成本因此从“隐性”

变成了“显性”。但也有一些商家一边在对塑料购物袋进行单独收费，一边继续将

其成本计入企业的运行费用，摊在其他商品之中。这就形成了所谓“二次收费”

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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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限塑令”是否禁止塑料购物袋的“二次收费”？ 

虽然政策对此没有直接提及，但《通知》第二条规定：“不得……将塑料购

物袋价款隐含在商品总价内合并收取”，因此“二次收费”也应该是不允许的。 

 

25. 为何说收费起到了“价值提醒”的作用？ 

收费政策出台之前，塑料购物袋并非一种独立的商品（除塑料袋批售场所），

其成本隐含在其他商品中，因此，一些消费者误以为它是“免费”的。塑料购物袋

明码标价之后，它对消费者产生了“价值提醒”的作用，使人们意识到消费这种物

品需要付出经济代价。 

 

26. 收费一定使消费者蒙受经济损失吗？ 

不一定。 

收费之前，所有消费者实际都在为塑料袋付费。而收费之后，由于塑料袋购

买和使用量大幅减少，即使存在“二次收费”或价格高于成本的情况，消费者整体

在塑料购物袋上的花费很可能会减少*。 

对于某一个具体消费者而言，如果收费前后塑料袋使用量没有变化，“二次

收费”或塑料袋价格的提高可能使其在收费后多花一些钱。如果收费后消费者个

人的使用量下降的话，他在塑料袋上的花费可能与收费前持平，甚至更少。 

对于那些收费前后都不使用塑料购物袋的消费者而言，由于不需要继续在购

买一些商品时支付被分摊的塑料袋成本，从经济角度看，收费对他们而言有利。 

 

27. 收费最可能使谁蒙受直接经济损失？ 

塑料袋生产企业。社会整体塑料袋使用量下降导致生产企业在此产品上的收

入减少。一些企业通过转产其他产品以寻求新的利润空间。这可以看成是社会为

环保而付出的一些经济代价。 

 

28. 可以容忍商家在塑料袋上赚一些钱吗？ 

商家如果认真执行“限塑令”，对塑料袋进行收费，赚到的钱是合法的。 

如果收费使塑料袋消费和使用量大幅下降，消费者在塑料袋上的支出相应减

少，商家赚到的一些钱无可厚非。反之，如果收费制度并没有起到抑制塑料购物

袋需求的效果，却又使商家获利的话，则应该对政策进行检讨。 

 

                                                             
* E=Σ[(Ci+Pi)×Qi], i=1, 2, 3, ..., n，E：消费者整体购买塑料袋的支出，C：商家购入塑料袋的成本，P：塑料

袋销售价格，Q：塑料袋使用量（销售量），i：消费者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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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限塑令”的实施情况怎么样？ 

29. “禁止超薄”政策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效果？ 

至今尚未有政府部门正式公布此项政策的执行效果。但从社会各界的日常观

察来看，超薄塑料购物袋仍在市场上普遍存在，仍是造成白色污染、资源浪费的

重要污染源。 

 

30. 收费政策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效果？ 

2009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从 2008 年 6 月 1 日推行“限塑令”以来，全

国超市塑料购物袋使用量减少了 2/3 左右，减少塑料消耗约 27 万吨，每年可节

约石油 240~300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760~960 万吨。 

社会经济学者也对北京和贵阳两地的消费者进行过调查，发现自政策实施前

（2008 年 5 月）至实施后（2008 年 10 月），使用新塑料袋的受访者的比例从 98.7%

锐减至 56.4%；受访者在单次购物中的平均新塑料袋使用个数从 3 个减少到 1 个，

减少了将近 2/3；单次购物中每个新塑料袋所盛装物品的平均重量从 1.3 千克/袋

增加到 1.9 千克/袋，增幅近 50%；实际重复使用塑料袋的次数从 0.75 次增加到

1.3 次，增幅超过 70%；而单次购物中未用塑料袋盛装物品的支出比例从不到 7%

提高到超过 40%，增长了近 5 倍。这些数据表明限塑政策的实行对消费者使用塑

料袋的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该政策的实行促使消费者提高了新塑料袋的使用

效率和塑料袋的重复使用水平，增加了塑料袋替代品的使用比例，从而大幅度地

减少了新塑料袋的使用量。*
 

 

31. 不同类型商家的“限塑令”执行情况一样吗？ 

不一样。根据环保团体的调查，在连锁经营的超市或卖场，大型购物中心，

农贸市场或集贸市场这三大类商品零售场所中，执行得最好的是连锁经营的超市

或卖场，基本不存在不合格塑料购物袋，2011 年前，收费执行率最低在 60%以

上，但是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农贸市场或集贸市场一般执行度较差，不仅不合格

塑料袋普遍存在，而且基本无法有效实施塑料袋收费政策。大型购物中心的情况

也不理想，虽然基本杜绝了不合格塑料购物袋，但许多驻场商家并没有执行塑料

袋收费政策。 

在环保团体调查过的专门性商店和小型店铺中，执行度较好的是熟食类和图

书、文具类商店，较差的是服装类和饰品类商店，小卖铺、蔬果店则基本不对塑

料袋收费且不合格袋普遍存在。 

                                                             
* 何浩然：《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政策效果调研报告——“限塑政策新进展与进

一步完善”研讨会讨论稿，200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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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为何连锁经营的超市或卖场有比较好的政策执行条件？ 

 社会信誉度对企业经营来说相对重要。 

 容易受到政府和社会的监督。 

 违法的风险和代价相对高。 

 运营管理较为统一和严格。 

 所售商品价格相对确定，具备单独计收商品价款的条件和设备。 

 食品类商品一般有预包装。 

 方便可重复使用购物袋（如布袋或无纺布袋）的使用。 

    

33. 为何农贸市场或集贸市场政策执行条件较差？ 

 一般由众多独立经营的驻场商铺组成，统一管理难度较高。 

 议价买卖商品的形式普遍存在，塑料购物袋很难成为一种单独计收的“商

品”，因而无法满足实施“限塑令”有偿使用制度的条件。 

 一次交易的商品总值较低，如果提供合格塑料袋，其成本占总交易价值的比

重较大；加上塑料袋成本很难在交易中与其他商品价格分割，因此商铺倾向

使用廉价塑料袋以降低一次交易的价格吸引顾客。 

 食品类一般无预包装，降低了消费者使用可重复使用的布袋或无纺布袋的几

率。 

 

34. 消费者是否对不同类型的商家有不同的期待？ 

是。经环保团体调查，消费者认为连锁经营的超市或卖场、大型购物中心最

应该执行“限塑令”，农贸市场或集贸市场、小卖铺次之，而对熟食店、快餐店以

及服装店的期待最低。 

 

35. 服装店的塑料袋收费是否合理？ 

“限塑令”的限制对象是塑料购物袋，但服装店提供的塑料袋在功能上具有

一定的特殊性，它既有盛装和提携商品的功能，又是许多服装产品的初始包装，

可视作所售商品的一部分。究竟服装店提供的塑料袋应视作是购物袋还是商品包

装？如果是前者则需要收费，如果是后者则不需要收费。面对这种模糊的情况，

政策是否需要像对待食品预包装那样对服装类塑料包装袋予以特别的规定？实

际上，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服装店，其他商品零售场所，如书店、文具店也存在。 

 

36.  “台账制度”执行得怎么样？ 

“限塑令”生效后的一个月，各地工商部门就此项规定进行了专项检查，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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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因没有及时设立塑料购物袋供销台账而遭到行政处罚或警告。但在 2008 年

6 月份过后，相关报道就少了，此项政策的实施情况基本不得而知。 

 

第七部分：公民如何行动？ 

37. 作为普通公民，如何参与“限塑令”？ 

从自己做起，少用或不用塑料购物袋或其他一次性用品。 

《办法》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可向当地商务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和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举报违反该《办法》规定的行为。 

《通知》规定，“对行政不作为、执法不力的，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追究有关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主要负

责人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因此，公民可以向不认真落实“限塑令”的政府部门

提意见，也可以向它们的上级部门反映情况，甚至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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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塑：远未完成的任务*
 

 

毛达†
 

 

摘要：“限塑令”是 2008 年中国环境保护领域的一件大事。其减少塑料袋消费

的效果十分明显，但不合格塑料袋依然泛滥，“回收利用”等政策尚没有实质性

的进展。“限塑令”执行难、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在于责任主体不清，决策过程封

闭，不重视资源配套等问题。可以将改善“限塑令”、提升其效果作为培育新型

公共政策文化的一个契机。 

关键词：塑料购物袋 白色污染 有偿使用 公共政策  

 

Plastic Bag Restriction: An Unfinished Mission 

 

Mao Da 

 

Abstract： Plastic Bag Restriction Policy is a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event in 

China in 2008. Despite its great effect on plastic bag consumption, the policy did not 

fulfill some of its goals such as banning the “unqualified” bags and pushing recycling 

forward.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policy‟s implementation and its unsatisfying 

consequence are mainly due to the absence of accountability, bad transparency and 

lack of resource guarantee. However, it is a good opportunity to combine improving 

the policy with fostering a new type of public policy culture in China.  

Key Words：Plastic Shopping Bag; White Pollution; Chargeable Use; Public Policy 

 

 

塑料袋很轻很薄，但它对中国的环保来说很厚很重。“限塑令”是 2008 年中

国环保领域的一件大事，旨在减少“白色污染”，改变居民的消费行为。通过对“限

塑令”的政策设计、政策效果的分析考察，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些关于中国环保政

策具有共性的认识。 

 

一 “限塑令”内容评析 

完整的限塑政策应包括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

                                                             
* 本文刊登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 3 月出版的《中国环境发展报告 2009》第 219 页。 
† 毛达，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理事，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成员，

自然之友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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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国家标准委发布的三个国家标

准*，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的《商品零售场所

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关于<商品零售场所塑

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及权

威政府官员对这些文件的解释。 

（一）宗旨与目标 

2007 年 12 月 31 日最先颁布的《通知》可以视作是整个“限塑令”的“根本大

法”。如《通知》第一段所说，颁布此政策是“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

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从源头上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资源综合利用，保护生态

环境，进一步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可见，“限塑令”是一项立足于“源头治理”的

环保政策。“限塑令”的三点基本目标是：（1）“督促企业生产耐用、易于回收的

塑料购物袋”；（2）“引导、鼓励群众合理使用塑料购物袋”；（3）提高塑料袋的

回收利用率。 

但是，作为一项公共政策，《通知》连同根据它的要求所制定的《办法》，在

目标的设定上侧重定性而非定量。虽然这两个文件都要求各地政府细化实施办

法，却并没有提出定量化的政策目标，也没有要求地方政府这样做。 

（二）具体的政策措施 

1．禁止超薄塑料袋 

《通知》对“超薄塑料袋”提出了“零存在”的要求，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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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考察可以知道，以厚度作为塑料袋环保与否的标准是有问题的。因为厚

塑料袋耗费资源更多，同时，即便厚度在 0.01 至 0.03 毫米间的塑料袋的质量，

也可达到厚塑料袋耐用的标准。中国台湾地区 2003 年也曾以厚度规定塑料袋的

标准（不可薄于 0.06 毫米），但在 2007 年取消了厚度的规定。将超薄塑料袋等

同于“白色污染”也是牵强的，事实上所有塑料袋进入自然环境都会造成视觉污染

和生态影响，都存在回收的难题，都可能含有毒有害物质。 

7 月出台的《意见》还针对食品预包装袋的产品质量进行了补充规定，重申

“用于装盛生鲜等食品的塑料预包装袋”不在收费范围内，但前提是“不得具有提

携功能”。然而，农贸市场用的购物袋同样盛装生鲜食品，可否被视作是预包装

袋？这些袋子明显具有“提携功能”，是否在这条规定的管制范围内？没有人对这

一问题进行过解释。 

2．有偿使用塑料袋 

                                                             
* 包括《塑料购物袋的环保、安全和标识通用技术要求》(GB21660—2008)，推荐性国家标准《塑料购物袋》

(GB/T21661—2008)和《塑料购物袋的快速检测方法与评价》(GB/T2166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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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塑令”规定建立塑料袋“有偿使用”制度，要求为塑料袋明码标价并和其他

商品分开计收。不难理解，“有偿使用”旨在实现“引导群众合理使用、节约使用

塑料购物袋”的目标，但对这一措施的减塑作用机制的解释却并不统一。 

塑料袋按成本收费可以对减少塑料袋使用起催化作用。首先，“明码标价”

和“单独计收”这些具体做法向公众时时传递了塑料袋本来就是具有经济成本的。

其次，这些做法也在时时提醒消费者本来就已经具备的对白色污染的认识和环保

意识。再次，“显性收费”为环保行为缔造了新的公平：多使用塑料袋的消费者需

要多掏钱。 

3．建立塑料袋的台账制度 

“限塑令”政策的第三方面是建立塑料袋的“台账制度”。其目的就是要求商家

主动接受职能部门的监督，一则杜绝不合标准的塑料袋，二则对塑料袋进出消耗

进行量化管理。如果要落实减塑的量化目标，执行“台账制度”会是实现这些目标

的一个有力保证。 

4．回收利用废旧塑料袋 

“限塑令”政策措施的最后一个方面是促进塑料袋的“回收利用”。从文本上

说，这是“限塑令”最为薄弱的一环，都是非常笼统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条

款和指导。 

（三）作为一般公共政策的“限塑令” 

“限塑令”作为一项中央政府的规范性文件，还具有一些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通

病。如要求地方进一步制定实施细则，但如何保证这条要求能够实现的细则却没

有；虽然提到了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的问题，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施行办法；和

许多公共政策一样，只强调了“要求”和“责任”，缺乏资源保障方面的安排。最后，

“限塑令”除公布了它本身的生效日和食品预包装袋的退市日期外，对各项任务基

本不设先后次序之分，缺乏明确的时间表。 

 

二 “限塑令”的实施效果评估 

“限塑令”在 2008 年 6 月 1 日正式施行后，给社会和经济生活带来了很大的

变化。如何评价这些变化和贡献，我们还是通过“限塑令”所包含的四方面措施进

行考察分析。 

（一）禁止使用超薄塑料袋的实施情况 

“限塑令”的第一个目标是促使生产者生产符合国家标准的塑料袋，同时淘汰

市场上的不合格塑料袋（主要是超薄塑料袋）。可以说，“限塑令”在生产领域取

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据报道，华北塑料袋生产中心河北省雄县在进入 6 月份以

后，有塑料购物袋生产业务的 208 家企业中，先后有 50 家停产。正规企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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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家按国家标准进行生产，只有 9 家未执行国家标准。此外，该县至少有 50％

的小型企业面临停产，因为转产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关停产的过程中，一些小生产者明确向媒体表示，他们

并不急于放弃超薄塑料袋的生产能力，他们相信超薄袋还会有市场，而且期望奥

运会之后管制将有所放宽。事实上，早在 6 月下旬，便有媒体报道小生产厂继续

违规生产超薄塑料袋的现象。但是，7 月份之后，关于塑料袋产业的报道基本就

销声匿迹了。 

然而，我们从市场上可以看到超薄袋比比皆是，尤其是农贸市场和个体商铺，

由此就能知道不合格塑料袋的生产仍在继续。而且，贴着“环保袋”标签的不合

格袋也是随处可见。9 月 4 日，商务部公布了上海市塑料袋市场供应的抽样检查

结果：合格率仅为 56.5％。†考虑到上海的公共管理水平，其他地区的不合格塑

料袋比率估计不会低于 50%。据海南媒体 11 月中旬的报道，自 8 月份以来，不

合格塑料袋就又重新占据市场，竟然使得该省“正规塑料厂面临集体倒闭”的危

险。‡上海和海南的情况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 

大量不合格或超薄塑料袋的存在并不能完全说明“限塑令”无效，事实上存在

着两个不同的塑料袋供应链。一条是从正规生产者到规模经营的商品零售企业，

塑料袋的出厂合格率和供应合格率都可达到 90％左右。另一条供应链则是从不

正规的小生产者到农贸市场和个体商贩，是“限塑令”未能有效管理到的场所。 

（二）有偿使用塑料袋的实施情况 

与“禁止超薄”相比，减少塑料袋消费的效果要明显许多。根据专家所总结的，

截止到 2008 年 7 月，全国各地商场、超市塑料袋的使用量减少了 80%－90%，

农贸市场减少 50%左右，整体减少了三分之二，由每天的十亿个左右减少到两三

亿个。塑料袋使用量锐减，直接导致塑料垃圾减少。根据北京、天津、上海、广

州、苏州、海口等城市环卫部门的反映，“限塑令”实施一个月，塑料垃圾普遍减

少两成左右。§
 

以上数据表明，“限塑令”在施行初期的确对限制塑料袋消费也起了立竿见影

的作用。但四五个月过后，一些地方便出现了塑料袋消费反弹的现象，不仅农贸

市场问题严重，而且很多超市的塑料袋用量也渐渐增加。这一现象与商家执行塑

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的情况是分不开的。根据北京的民间研究者**在 6 月份和 9

                                                             
* 中国塑胶行业网：《雄县标本调查：“限塑令”下塑料产业期待大转身》，

http://www.sujiao.cc/TradeNews/ViewTradeInfo.aspx?InfoId=8636，2008-6-19。 
† 朱梓明，朱雯婷：《上海市质监局公布塑料购物袋抽查结果，合格率为 56.5%》，东方网，

http://sh.eastday.com/eastday/shnews/qtmt/20080902/u1a471202.html，2008-9-2。 
‡ 中国塑料包装网：《超薄袋泛滥海南正规塑料厂面临集体倒闭》，http://www.ppack.net/news/2/71821.html， 

2008-11-14。 
§ 王然：《限塑满月塑料垃圾减两成》，消费日报，2008-7-17。 
** 由民间组织工作者和高校人员组成的“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它们的研究以下简称“民间研究”。 

http://www.sujiao.cc/TradeNews/ViewTradeInfo.aspx?InfoId=8636
http://sh.eastday.com/eastday/shnews/qtmt/20080902/u1a471202.html
http://www.ppack.net/news/2/718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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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10 月分别所做的两次抽样调查，北京地区连锁经营超市的“有偿使用”执行

率始终保持在 90％以上。大型的购物中心或百货商场的执行率有明显提高，而

集贸市场的执行率则由一开始的四成左右下降到不到两成，其他专门商品的零售

店（主要包括服装店、饰品店、小卖部、蔬果商店、熟食店、复印店、书店和文

具店）的执行率则持续走低，从一开始的估计三到四成下降到不超过三分之一。
*可见从 2008 年 6 月中到 10 月底，商品零售场所对“有偿使用”制度的整体执行

度是在下降的。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偿使用”的减塑效应在整体上也有所下降。6 月

份民间研究者通过抽样观察估计有四分之一的超市顾客会购买塑料袋，而到了

九、十月份，在所观察过的超市中，这个比率均高于 1/4，平均为 37.27％，有些

甚至达到了七成。†
11 月 27 日，国际食品包装协会也宣布，北京地区四成接受调

查的超市的塑料袋使用量开始回升。‡
 

与此同时，许多大型购物中心和百货商场开始“赠送”不在“限塑令”规定范

围内无纺布袋或纸袋。一种资源消耗的形式用另一种几乎等价的资源消耗形式替

代，这完全有悖于“限塑令”的宗旨，因而使其环保效果又被打上折扣。§相似的

问题还发生在各地政府、企业滥发可重复使用的购物袋上——每一次活动都可能

发放数以万计的布袋（包括无纺布）。3 月里，由北京市环保局支持的一个名为“雪

花环保大行动”的活动声称要在北京发放 1000 万只“环保袋”。这可以说是打着环

保旗号进行新的浪费。 

另一始料不及的问题是部分超市顾客将食品预包装袋作为购物袋使用，而

“限塑令”尚无条款可以抑制这一现象。根据民间研究的结果，6 月份在北京随机

观察的 431 名超市顾客中有 2.3％的人有滥用预包装袋的行为，而 9 月份随机观

察的 300 名超市顾客中仅有 5 位（1.7％）有上述行为。 

据民间研究者、环保团体、高校社团对消费者的调研，“有偿使用”明显改变

了居民的购物习惯，去超市卖场购物的消费者七、八成会自备购物袋；即使是购

买塑料袋，数量也会降到最低，整体减塑效果是显著的。但消费者对“限塑令”

内容了解得并不充分；消费者普遍认为“限塑令”虽有必要，但在执行上应有所区

别，对超市和百货商场应严格些，对集贸市场和其他商店可以宽松些。同时，感

觉自己为此蒙受了经济上的损失，碰到商家“赠送”塑料袋，他们多数会接受。从

北京的调查数据看，女性较男性，中老年人较年轻人能更为自觉地避免塑料袋消

                                                             
* 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关于“限塑令”在北京地区的执行效果及消费者之反应的调研报告》，

http://napbp.blog.sohu.com/107842285.html，2008-11。 
† 同上。 
‡ 窦红梅：《“限塑令”实施半年四成超市塑料袋使用量回升八成市场违规使用超薄塑料袋》，北京日报

2008-11-28。 
§ 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限塑令”政策解读》，http://napbp.blog.sohu.com/87958106.html，2008-3。 

http://napbp.blog.sohu.com/107842285.html
http://napbp.blog.sohu.com/879581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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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收入水平对塑料袋消费行为则没有明显影响。*
 

（三）塑料袋购销台账制度的实施情况 

虽然“台账制度”从未进入舆论的焦点，但在“限塑令”生效后的一个月内，各

地工商局确实进行了专项检查以保证其实施，许多商家因没有及时设立塑料袋购

销台账而遭到了行政罚款或警告。然而 6 月份过后，相关的报道就少了，实施的

基本情况也是不得而知。 

（四）塑料袋回收利用的情况 

塑料袋“回收利用”政策的效果同样并不清楚。根据董金狮在 7 月份接受媒体

采访时说，“回收利用”工作要等到消灭了超薄塑料袋，塑料袋质量得到保证并完

善了市场监管制度后再谈。实际情况是，截至 2008 年 11 月底，政府既没有关于

该项政策如何实施的细则出台，也不见塑料袋回收的模式与“限塑令”实施之前有

什么大的改变。 

 

三 “限塑令”与公共政策文化 

（一）“限塑令”背后的公共政策文化 

“限塑令”在超市卖场的成功实施说明，只要符合实际情况，环保政策是可以

带来重大改变的；而“限塑令”整体实施效果不佳，也说明其政策措施肯定存在一

些问题。 

一个公共政策能够有效执行，应该是目标、方法和实际三者的统一。对于“限

塑令”来说，它所依赖的“实际”主要是“人”，就是政策受众，包括下级政府、塑

料袋的生产者、流通者、消费者、使用者和回收利用者；也涉及“物”，即塑料袋、

资源及自然环境。如果受众的“实际”情况和意愿不能反映到政策中，他们就很难

配合、执行这一政策。 

“限塑令”的决策和实施过程给我们的印象是开放透明少了一点，封闭决策多

了一点；互动参与少了一点，发号施令和被动执行多了一点；制度资源保障少了

一点，盲目的埋怨多了一点。这些缺陷直接影响“限塑令”具体措施的制定和之后

的执行。 

1．责任主体不明 

我们注意到，“限塑令”颁布和实施后，除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商务部条法司

司长和商业改革司司长回答了记者问的一些问题外，只有以行业协会领导、“限

塑令”专家组成员身份出现在媒体中的塑料专家董金狮成为“限塑令”的代言人；

就连董金狮说的一些话也和“限塑令”的条文和政府官员的解释有不尽一致的地

                                                             
* 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关于“限塑令”在北京地区的执行效果及消费者之反应的调研报告》，

http://napbp.blog.sohu.com/107842285.html，2008-11。 

http://napbp.blog.sohu.com/1078422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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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难怪公众和媒体抱怨政策的宣传和解释不够。政策的责任主体不明确，不仅

导致信息不畅，而且有碍公众参与。 

2．缺乏民主决策 

在鼓励各方参与和民主决策方面，《通知》在颁布前完全没有社会公开讨论，

之后也没有诸如委员会、听证会或研讨会这样的平台让决策者能和政策受众进行

互动。而《办法》虽有（主要是“有偿使用”的问题）公开征求意见的程序，但只

有短短七天。因而，政策文本出现了不设量化目标、缺乏时间表、施行规划和步

骤等等明显的缺陷。 

3．缺乏政策手段和资源保障 

有的舆论把匆匆出台的“限塑令”看作一项“奥运政策”。如果从长远的角度

看，一项政策的有效推进不能只靠短暂的政治动机和决心。如同北京一位律师所

批评的那样，如果没有足够的执法人员和资源保障，这一政策就形同虚设。“限

塑令”和其他许多公共政策一样。明显缺乏这方面的考虑。 

（二）培育新型的公共政策文化 

要让“限塑令”变得更务实有效，首先要改变这样的公共政策文化。结合“限

塑令”最急需改进的地方，把培育新型公共政策文化的设想融入到几点展望和建

议中。 

1．明确“限塑令”在全国施行的协调机构和责任主体 

“限塑令”的颁布和实施，让人弄不清的是究竟是哪个部门在对此负责、领导

和协调。从性质来看，“限塑令”应该是一个环境政策，但环保部门却始终没有走

到前台。因此，必须向社会明确“限塑令”制定和实施的管理机构，公开其联络渠

道。今后，这一机构就应该负责政策的改进与实施，回应公众与媒体的疑问。 

2．建立民主决策的平台 

建立民主决策的平台不光是要形成共识，而且要建立能够平衡各方利益的机

制。显而易见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地方政府、塑料袋生产企业、商品零售行业、消

费者。这几个利益相关方目前都有其代表实体，如企业有其行业协会，消费者也

有消费者协会，可以作为政策参与的主体。另外，还需特别保证合法的小生产者、

小型商品零售者的代表性，还需纳入决策平台的是废品回收业代表、专业研究者

和公益团体，特别是民间环保团体。也许，政府在发布“限塑令”前征求过不少专

家的意见，但就“限塑令”实施的情况看，这种旧有的内部咨询模式并不理想。专

业意见的征求过程应该可以更为开放，参与人员的范围也可以扩大，让专业研究

者的意见和决策过程都能在阳光下得到检验。 

3．研究一些重点问题 

当务之急是摸清现状并研究几个重点问题，包括塑料袋的生产状况、市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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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状况、商品零售部门的管理和使用状况、消费者的使用和处置状况，以及废品

回收和资源再生的情况。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包括：（1）塑料袋和资源消耗、环

境污染的关系究竟如何；（2）塑料袋材质、质量、价格与它们的回收利用、以及

收费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3）用厚度作为塑料袋合格与否的标准是否合适；（4）

“有偿使用”制度的效果和实际适用范围如何；（5）其他可能措施的研究与评估；

（6）国外的塑料袋研究和限塑政策实践。 

这些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基本都处于空白状况。但新的调研必须要打破政府和

某几个学术单位垄断和继续“闭门造车”的状态。政府可以考虑将一些调研项目委

托给合适的第三方，有助于形成多元和独立的知识生产体系。 

4．制定务实的目标，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决策应避免大而全、不切实际的目标。参与其中的利

益相关方都应该对政策实施的结果担负一定的责任，这本身就有助于计划的严肃

性，因为目标一旦制定就要力求兑现。 

5．督促实施细则的出台 

“限塑令”的责任主体应以监督实施细则的出台为契机，鼓励和督促地方认真

研究本地的实际情况，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宁波市是极少数制定了细则的城

市之一，其细则没有停留在如何要求菜市场执行塑料袋“显性收费”上，而是规定

市场摊贩不能提供购物袋，只能提供食品预包装袋。顾客如需购物袋可在市场的

统一地点购买。不论这条规定实施的效果如何，但这种敢于从实际出发寻找问题

解决方案的精神是值得各地效法的。 

6．注意对政策内容的公开解释和说明 

当权威部门不能对“限塑令”内容给予充分解释和说明时，有话语权的媒体便

会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诠释，但其结果很可能与事实或政策原意不一致，因而影

响政策实施的效果。对“有偿使用”的误解，对收费适用范围不准确的报道都说明

了这一点。有关部门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加强对“限塑令”内容的解释宣传工作，

尽量让广大公众获得正确的政策信息，避免似是而非的观点的流行。 

7．政策目标应与政策资源相统一 

“限塑令”在各级行政部门的落实中，必须制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其内容包

括这些部门工作重点的调整，时间计划和工作流程的制定，以及财政、人力和物

资资源的调配。如果实在遇到困难，说明“限塑令”还需要通过凝聚共识调整其优

先度，或需要调整一下其目标和实施规模，以减轻对资源的需求。 

总之，在培育新型的公共政策文化过程中，“限塑令”需要补充的是明确的责

任主体、民主决策的平台、调查研究、可衡量的目标、时间表、步骤规划、基层

的主动性、适时的解释说明，以及资源保障。此外，还可以尝试组织一些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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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践结果为各地提供具体的建议和指导；在涉及跨部门跨区域的问题时，还

要起到总体协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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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塑令”在北京的执行效果与消费者反应*
 

 

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 

2008 年 12 月 北京 

 

2008 年 12 月 31 日，在“限塑令”颁布一周年的日子里，由多位来自民间组

织和高校的人士组成的“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公布了他们关于北京地区“限塑

令”执行效果的调研报告。调研侧重了解商家遵守塑料袋“有偿使用”规定的情况，

以及消费者如何应对塑料袋收费所带来的影响。 

调查发现，相比“限塑令”生效之初，除连锁经营的超市卖场外，各类商家对

“有偿使用”制度的执行度严重减退。这一现象不仅和不同类别商品零售场所的经

营特点和商品特点有直接联系，也和消费者不同的接受度有关。调研结果还表明，

虽然大部分消费者认同塑料袋收费措施，但自带购物袋、摆脱对塑料袋的依赖还

需要一定的时间。 

 

为了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引导消费者减少使用塑料购物袋，2007 年

12 月 3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

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这份被群众称为“限塑令”的通知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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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 6 月 1 日起，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

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限塑令”自实施以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反响，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购物习惯，并用强制性措施来增强了大众的环保意识。同时，

它作为一项面向社会大众的环保政策法规，在我国尚属首例，其良好的贯彻执行

需要政府、商界和老百姓的密切配合，政策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类问题和复杂

因素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社会各界对政策执行的效果和影响非常感兴趣，希

望可以得到科学的分析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2008 年 6 月，由多位来自民间组织和高校的人士组成的“民

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对政策执行将近一个月的一些基本情况做出了一次较为系

统的调研，并得出了初步的结果。 

首先从商家方面来看，这次调研得出的数据显示各类超市执行政策状况较为

良好，而大型商场、集贸市场和各类小商铺的情况则不是很乐观。比如，大、中、

                                                             
* 本文刊登于 2009 年第 3 期的《中国经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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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超市执行政策的综合比率高达 95.7%；而商场中执行政策的比率为 0%，完

全不执行的比率达到了 88%，集贸市场执行的比率只达到了 38%，完全不执行

的比率也达到了 54%，在调查的各类小商铺中，执行政策的占 54%，完全不执

行的占到了 44%。 

其次是消费者方面，在被调查的在 22 家超市消费的 431 名顾客中，现场购

买塑料袋的人数为 25.3%，拒绝塑料袋的人数占 72.4%，“滥用豁免”的占 2.3%(“滥

用豁免”指通过免费获取用于装肉、鱼、蔬菜等食品的预包装袋来装别的商品的

行为)；在 9 家其他类别商户(菜市场、水果菜摊、药店、蛋糕店及复印店)消费的

186 名顾客中，现场购买塑料袋的人数为 32.3%，拒绝塑料袋的人数占 67.7%。

可见，消费者对于政策的执行还是给予了很大的配合和支持。 

随着奥运会热潮的逐渐退去，商户对政策的执行情况、消费者的态度及消费

心理等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的调研结果很可能已经不再符合当下

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限塑令”在北京地区的执行效果及消费者

与商家的情况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带着这些问题，研究小组在 2008 年 8 月至 11 月的四个月间于北京进行了第

二次调研，以期了解奥运会结束以后“限塑令”的执行效果及消费者的反应。调研

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在北京市的海淀区、东城区、西城区、昌平区采集数据，并

得出如下结果：从商家方面来看，超市的执行情况比较好，管理也越来越系统，

执行率达到 94%，保持了“限塑令”施行以来的效力；农贸市场执行情况较差，不

执行的比率达到 71%，相比 6 月份上升了 17%；各类小商铺的执行情况不容乐

观，不执行的比率达到 65%，相比 6 月份上升了 21%。 

 

一．对零售商执行情况的调研结果 

为了调研执行的方便，我们将零售商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三个子类型：

即大中型连锁超市、商场、农贸市场/批发市场。第二类为小型超市、小卖部、

菜摊、服装店、杂货铺等。 

1. 一类商户调研结果 

根据抽样方法选出的一类调研对象样本有 121 个，但是实际调研中出现了抽

样商户搬迁、或找不到的情况，在调研过程中在相同区域选择了可替代的同类对

象进行调查。 

① 各区超市执行情况及顾客对塑料袋购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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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调查区域内各区的大

中型超市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超

市对“限塑令”的执行情况良好，保

持了6月份调查结果显示的较高的

执行率。如图 1 显示，94%的大中

型超市较为认真地执行了对塑料

袋收费的政策，塑料袋价格基本都

控制在 0.5 元以内，只是在宣传塑

料袋收费的方面呈现出较为混乱

的情形，标准各异，也出现了个别

超市没有张贴宣传标识的情况。部

分收费和完全不执行的超市各占

到了 3%，属于一些管理不善的个

别情况。与 6月份的调查结果相比，

执行政策的大中型超市综合比率

相差不大，甚至略有上升。即使考

虑到两次调研在样本对象和数量

上的不同，也基本上可以得出大部

分超市一贯坚持执行政策规定的

结论。 

在对超市进行调查的同时，调

查人员也记录了超市消费的顾客

塑料袋购买的情况。6 月时购买塑

料袋的顾客占 25%(图 2)，而本次

调研购买的比率上升到 38.3%，滥用豁免保鲜袋的情况由 2%下降到了 1.6%(图

3)。 

② 各区商场执行情况 

调查中在各区选取的商场总共有 16 家，并对这些场所的政策执行情况进行

了记录。总的来说，这些商场对政策的执行不是非常有力，其中有 10 家商场基

本没有执行，而只有 6 家部分地规定对塑料袋进行了收费。 

另外，在调查的过程中，调查人员还发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同时也是

此次调研方法设计上的问题，就是商场是由大大小小的专卖店和个体商户组成，

每个品牌都采用不同的形式给顾客提供可提携的包装袋，导致商场在管理上不能

做到统一规定塑料袋的收费及收费标准。比如连锁专卖店一般会发放印有自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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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标识的包装袋，而对于是否对塑料袋收费或收费标准就由专卖店的总公司来决

定，商场管理方并没有进行统一管理。这样就在商场内出现了混乱的状态，一些

品牌执行了，一些品牌则没有，还有一些商户则采取了更换塑料袋为纸袋或其他

替代材料的袋子来回避政策规定，甚至出现了隐性收费的情况。因此，通过此次

调研不能准确地对商场执行“限塑令”的情况有所了解，所得数据只能作为参考，

而不能成为原始的数据资料。 

③ 各区集贸市场执行情况 

调查中在各区选取的农贸市

场、集贸市场等总共有 41 家，总

的来说，情况不容乐观。如图 4 所

示，在所有被调查的市场中，不执

行政策的占 71%，执行政策的只占

到 20%，剩余 9%的对象则属于部

分采取隐性收费的情况。与 6 月份

的调查结果相比，不执行政策的商

户比率上升了 17 个百分点，并且

这些不执行政策的市场单位普遍没有张贴宣传“限塑”政策的通告，也没有专门的

监督人员进行督促，显示出管理上的缺失。 

尽管“限塑令”作为“一刀切”的法令规定了各类零售商都必须执行此项政策，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对集贸市场的规定仍然不统一，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德外的天

秀菜市场给商户们划定的范围是：蔬菜、水果购物袋收费，鱼、肉、熟食、面食

袋不收费；丰台亿客隆路通菜市场、西城地球村菜市场内的商户执行的是“都收

费”的原则，甚至鱼、肉、熟食、馒头、包子也不例外。一些基层工商人员对餐

饮店等提供的塑料袋是否收费也都“拿不准”。按照有关规定，餐饮场所虽不在 

“限塑”之列，但也不能提供不符合标准的超薄塑料袋。 

2. 二类商户调研结果 

对于第二类商户，也就是小型商铺，调查人员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总共选取

了 169 个对象，主要包括服装店、饰品店、小卖部、蔬果商店、熟食店、复印店、

书店和文具店。 

从整体来看，第二类商户的执行情况也非常不好。如图 5 显示，不执行政策

的商户达到总数的 65%，执行的只达到 24%，另外还有 11%采取了隐性收费的

方式。与 6 月份的调查相比，不执行政策的比例上升了 21 个百分点，这可能说

明在经过了政策推广的热潮之后，更多的个体小商铺取消了对塑料袋收费的规

定，回到了原先的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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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则显示了第二类对象中的

7 个主要商户类别的各自执行情

况。结果表明，不同的商户类别之

间存在不同的执行情况。书店、文

具店及蛋糕、面包店等熟食店的执

行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商户类别，执

行率达到了 60%以上。但是小卖部

和出售水果、蔬菜等食品的商户，

还有复印店，则基本上没有执行塑

料袋收费的政策。服装店与饰品店

虽然有一定数量的对象按照规定

执行了政策，但比例偏低，分别只

达到了 25.6%和 6.9%。与 6 月的执

行效果相比(见图 7)，无论是蛋糕、

面包等食品店、果蔬类、小卖部还

是书店、文具店，执行比例分别下

降了 20 到 40 多个百分点。另外，

服装店和小卖部在隐性收费上较 6

月的不执行比例也分别上升了

11%和 6.7%，可见出售不同商品的

店铺执行情况的差异非常大。究其

原因主要可以归结到不同的商品

对塑料袋的依赖程度不同，如顾客

在购买蔬果类商品时，非常需要塑料袋来携带物品，因此商户就以免费赠送塑料

袋等方式来吸引顾客更多地购买商品。 

 

二．对消费者态度的调研 

消费者作为“限塑令”政策执行的直接参与者之一，其态度和意见对“限塑令”

是否有效执行有着重要影响。为了对“限塑令”执行情况中消费者态度进行一个考

察，同时为了避免问答中出现倾向性引导影响消费者答案的情况，我们针对消费

者这个群体制定了问卷，问卷设计主要用以考察消费者对“限塑令”内容的了解程

度，配合“限塑令”的情况以及对它的看法和认识，在允许范围内还应考察消费者

对“限塑令”的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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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针对北京市的消费者共发放了 1500 份问卷，回收问卷 1480 份，有效问

卷 1464 份。 

就消费者对“限塑令”的认知情况，问卷结果显示有 59.89%的消费者表示不

仅知道“限塑令”，在生活中还比较关注这项政策的实施；35.9%的被调查者表示

只是听说过此项政策，但是不是特别了解；仅有 4.21%的被调查者表示完全不知

道这项政策。我们可以看出通过媒体的大力宣传和相关部门的配合，“限塑令”

的普及程度是非常高的，但

是仍有1/3以上的消费者表

示对此项政策不甚了解，只

是最基本层面的“知道”，因

此，对“限塑令”的进一步宣

传还有需要加强和细化的

空间，但是奥运开始后，媒

体对此政策的关注明显有

所下降。被访者了解“限塑

令”的途径也比较多样，但

是主要是从新闻媒体了解

到这项政策：有 62.32%的被访者表示他们是通过媒体宣传了解到这一政策，7.1%

的人通过网络，9.8%的人通过朋友和同事的介绍，3.96%的人通过相关通知，而

15.56%的人通过购物场所的公示，1.26%的人通过其他途径。 

针对“限塑令”的执行范围的认知程度，消费者的回答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消

费者对“限塑令”的认知情况仍需加强：66.7%的消费者赞同超市应该执行“限塑

令”，百货商场是 66.7%，农贸市场是 55.68%，小卖部 44.24%，熟食店和快餐店

36.88%，饭店和餐馆占 30.62%，服装店 33.57%，从数据上来看，消费者赞同这

些零售场所是“限塑令”执行范围的比例是逐步下降的，而根据三部门于 2008 年

7 月 4 日，即“限塑令”颁布实施后的一个月所发的补充通知(商务部办公厅、国家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工商总局办公厅关于《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

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商改字【2008】41 号)，问卷中此问题的所有选

项都应该是“限塑令”的实施范围。所以，由此数据比率，可以认为媒体和相关部

门仍需要加强对“限塑令”具体细则的宣传，继续让人们了解到“限塑令”的实施范

围和意义。 

具体到塑料袋的收费价格问题，45.12%的消费者认为目前的收费价格合理，

35.63%认为较贵但可接受，19.25%的人认为不合理。这个数据表明，超过半数

的人(35.63%+19.25%)仍然对塑料袋目前的定价持保留意见。因此，针对目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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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袋使用量有所回升

的现象，有环保人士

提出的提高塑料袋价

格以加强“限塑令”效

力的建议仍然需要仔

细考虑，不应该使政

策的执行过于激烈或

强硬，人们的生活习

惯和观念的转变需要

一定的时间，而非强

制的行政法规干预可

以“拔苗助长”的。 

可以说 “ 限塑

令”从颁布施行至今

起到了一定的 “减

塑”作用，消费者们

对这项新的环境政

策已经逐渐习惯，通

过大规模的宣传攻

势，“限塑令”已经深

入到了消费者的日

常生活中，在平时购

物时已经养成了一

定的习惯，购买塑料

袋或是自带重复利

用的塑料袋和环保

袋的比例如图 8 所示。 

图 8 数据显示，有 18.89%消费者仍然经常购买塑料袋，这个比率不到 1/5，

因此，“限塑令”对人们习惯的养成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问卷调查也可反映性别、年龄和收入等因素与塑料袋消费之间的关系，从统

计结果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女性较男性，中老年人较年轻人能更为自觉地避免塑料

袋消费(见图 9 和 10)。就自备购物袋的比例而言，女性比男性高出 10.7%；94.4%

的 60 岁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会自备购物袋购物，而 35 岁以下受访者的比率则低于

85%。统计结果没有显示收入水平对塑料袋消费行为有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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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塑料袋购买行为毕竟达到了一定的比例，这说明，塑料袋目前绝

不可能完全被替代和取消，针对这个现象，我们考察了消费者会在何种情况下购

买塑料袋，结果如图 11 所示。 

可以说，人们购买塑料袋最

主要的原因还是“习惯”的问题，

而这个习惯的养成是需要一定

时间的。在实际调研的观察中，

消费者即使因为各种各样的原

因购买塑料袋，也改变了过去的

使用方式，能节约则节约，而且

相对于之前每次购物必索要塑

料袋的情况，人们购买塑料袋的

概率也在大大降低(图 12)，这一

方面是出于节约生活成本的客

观考虑，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归功

于“限塑令”对人们生活习惯的

影响。 

可以说，以上数据显示消费

者主观上是比较配合“限塑令”

实施的，自身也在改变过去的生

活习惯，不管是从环保的角度，

还是从日常节约生活成本的角

度，人们已经逐渐习惯了“限塑

令”，但是这个“习惯”的养成仍

然需要巩固。 

仍然有一些商家并没有严

格按照规定执行有偿使用塑料

袋，而是向消费者免费提供塑料

袋，50.31%的消费者都遇到过

商家免费赠送塑料袋的情况，而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62.13%的消费者表示他们会接受这种“违法”的馈赠，只有

12.44%的人表示会拒绝，而 25.43%的人表示有时接受有时拒绝，视情况而定(图

13)。因此，可见“限塑令”的实施的确不只是消费者自身习惯的养成，而是需要

商家、消费者以及各级主管部门的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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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塑令”作为一项影响广泛的环境政策，77.58%的人认为这项政策具有实施

的必要性，只有 5.38%的人反对，而 17.04%的人认为无所谓。相比 66.43%的人

认为“限塑令”的确给生活带来了一些不便，但是大致相同比例的人仍然支持这项

环境政策，可见大众的环境意识是值得肯定的。除了环境意识的提升外，“限塑

令”本身在具体执行中，虽然各个零售商的政策不一，定价不均，但是并没有给

消费者带来不可承受的负担：60.43%的人认为塑料袋收费没有给他们带来负担，

31.78%的认为有一定负担，但可承受；而只有 7.79%的人认为塑料袋的价格较贵，

因此“限塑令”设置的定价办法是合适的，大部分商家都按成本定价，因此没有使

消费者感到压力。但是考虑到小部分人的承受能力，继续提价以加强减塑的措施

应该谨慎。不过应该认识到，“限塑令”本身并没有利用价格杠杆控制塑料袋的使

用。 

而对“限塑令”目前的

执行范围是否认同，消费

者们有自己的看法，如果

让他们制定“限塑令”，大

多数消费者仍然认为超市

应该执行 “限塑令 ”，有

76.90%的消费者支持超市

应该继续执行；而 66.61%

的消费者认为百货商场应

该是 “限塑令 ”的执行范

围，集贸市场的支持率占

61.41%，48.52%的人赞成

小卖部应该限塑。而只有

41.27%的人认为熟食店和

快餐店应该实行限塑，服

装店则只占 38.76%，而前

述的消费者对执行范围的认知情况相比，数据较接近(66.7%的消费者知道超市应

该执行“限塑令”，百货商场是 66.7%农贸市场是 55.68%，小卖部 44.24%，熟食

店和快餐店 36.88%，饭店和餐馆占 30.62%，服装店 33.57%，见图 14 和 15)，这

反映消费者对执行范围的“认知”和“认同”之间有较明显的关联。从中可以看出，

消费者本身对一些场所执行政策的意愿就不强，那么实施效果一定受到影响，实

施范围和具体的办法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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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研结果分析 

1. 零售商调研情况结果分析 

本调研回答了调研前的几个问题：“限塑令”在超市能否保持执行效力？在农

贸市场能否操作？消费习惯在短时间内能否改变？在本次调研中这些问题通过

调研数据得到了一些解答，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超市的执行情况比较好，

继续保持了“限塑令”颁布之初的效力，保持在 90%以上，管理也越来越系统；商

场情况较复杂，各品牌的应对措施不同，给调研带来了不便，因此数据不具有代

表性，在此不做专门分析；农贸市场执行情况较差，不执行的百分点相比 6 月上

升了 17%；二类零售商的执行情况不容乐观，不执行的比率上升了 21%。从实

际的执行来看，除将塑料袋作为商品销售的场所可以严格执行“限塑令”外，其他

可以人为决定塑料袋“送”与“不送”的场所就非常难以控制了。造成以上差别的影

响因素主要有：1)经营模式问题，包括管理因素、执行“限塑令”的成本等因素；

2)所售商品的特点不同；3)消费者习惯的养成。 

2. 对消费者调研结果的分析 

对消费者的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消费者主观上是认同和支持执行“限塑令”

的，但在实际购买和使用塑料袋上是不尽理想的。这表示消费者有偿使用塑料袋

的消费习惯还待更好适应，而认知和认同仍然存在一定差异。“限塑”要改变大家

十几年形成的使用免费塑料袋的消费习惯，肯定需要一个缓冲期，让大家逐渐适

应这种改变。而政策执行之初，塑料袋购买率低于本次调研的数据，主要就是因

为消费者逐渐习惯了塑料袋作为商品的事实。另外主观认知与客观行为上的差别

也是由于使用塑料袋必要需求的不可避免因素造成的，例如消费者在实际购买商

品中由于所买商品必须使用塑料袋来盛装携带，所以购用塑料袋是无法避免的。

正是以上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塑料袋的消费量会经历一个下降又反弹，最终达到平

衡的过程。而这个平衡点是一部分人习惯养成的结果，也是一些特殊情况下使用

塑料袋必要需求造成的，消费者到菜市场买东西不可能只买一样，肉和蔬菜都会

买，如果只拿一个购物袋来，肯定不卫生，而时刻随身自备好几个购物袋也不现

实。“限塑令”在目前配套设施不全的情况下有碍于消费者习惯的养成。 

不同人群对于塑料袋收费的反应是不同的。统计结果告诉我们，女性和中老

年市民能够更自觉地避免消费塑料袋。这一现象提醒我们，未来公众倡导工作的

重点应放在男性市民和年轻人身上。而女性和年长人士则可以成为宣传教育活动

所依赖的重要力量。 

消费者在关于零售场所应不应当执行“限塑令”问题上所存有的赞同或反对

方面的差别应受到重视(见图 14 和 15)。这不仅涉及了政策执行范围的合理性方

面的问题，同时也是关系调整实施办法的一个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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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望 

“限塑令”的有效执行需要政府采取多方面的配套措施来予以保障，同时也需

要全体公民的行为自觉。执行“限塑令”对零售商来说是需要一些成本的，包括宣

传海报、人员培训等等，而这些成本不应该完全由商家或消费者等市场主体来承

担，政府应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肉菜市场、小商品市场不像那些大型超市，做

的是薄利的生意，难以承担“限塑成本”，因此政府应该分担一部分的“限塑“成本。

“限塑令”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光有命令恐怕还不够，重要的是执行效果怎么样。

这一规定能否起到环保效果主要在于我们的执法环境是否成熟，在颁布法令的同

时，要让公众真正从理念上认识到“白色污染”的后果，从行动上做到少用塑料袋

或寻找替代品。塑料袋收费只是节制人们对塑料袋的需求欲望，是利用经济手段

治疗人们的白色污染“依赖症”，而更重要的是需要唤起公众的环保意识，不仅仅

是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对人们的生活习惯进行调控。 

因此，要想使“限塑令”走得通、走得远，公众争议和质疑的声音应引起重视。

“限塑令”应进行补充和完善，同时制定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对于公众提出的不公

平问题、环保责任转嫁等问题，都要给予更详细的规定。只有这样，“限塑令”

的效果才能落到实处。这既是对商家、公众执行国家政策的检验，更是对政策公

信力、执行力的一种考验。为了使一项环境政策的制定更具科学性，能考虑到各

方面因素，就需要官方和非官方的个人、团体或组织的共同努力。除了官方具有

合法权威的人(包括立法者、行政官员、行政管理人员和司法人员)去制定公共政

策，还应充分采纳非官方的团体和个人的意见，这些公众参与不仅对环境政策的

完善和实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更是衡量我们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我们

希望“限塑令”在不断的修正中可以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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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污染”中超薄塑料袋含量比例 

 

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 

2008 年 12 月 北京 

 

一．调查背景和目的 

2008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的“限塑令”政策对塑料购物袋的厚度（及其他产品

标准）进行规定，并明确规定“禁止生产、销售、使用超薄塑料购物袋”（《通知》

第一条）。据《通知》的条文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和专家的解释，“限塑令”之所以

采取这个措施的原因是因为超薄塑料袋是“白色污染”的主要来源。比如，《通知》

的第一段称“……特别是超薄塑料购物袋容易破损，大多被随意丢弃，成为„白色

污染‟的主要来源”。这种说法已经普遍被舆论和媒体接受，甚至已出现了“非属

超薄的（合格的）就环保”等把“白色污染”简单归结为一定厚度的塑料袋的推断。

但是我们至今并没有看过任何一个能证明塑料袋的厚度与进入环境的可能性之

间的关联的研究报告，也没有看过对把 0.025 毫米作为标准的依据的详细解释。 

此调查的目的是，通过对散落在环境中的塑料袋进行收集和厚度的测量，确

定超薄塑料袋的比例，并根据结果，对把“白色污染”归结为一定厚度的塑料袋的

假设进行讨论。 

 

二．调查方法 

日期和时间：2008 年 12 月 6 日上午 10 点到 12 点 

调查地点：朝阳区嘉铭园小区北边的小北河沿岸一带（地铁 5 号线大屯路东

站与北辰高尔夫球场之间。大概位置为北四环望和桥的西北边。见图表 1） 

参与人员：袁铭（北京师范大学）、张筱茜（北京师范大学）、毛菊（环境友

好公益协会）、池田武（环境友好公益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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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调查地点 

 

具体调查地点为图表 1 上以红色显示的地方，即小北河从大屯垃圾转运站南

边到位于嘉铭园小区东北角的小桥之间那一部分（包括南北河岸）。调查距离大

约为 600－700 米。原来计划在北辰高尔夫球场东边的树林里也做调查，但由于

小河边的塑料袋和其他垃圾比我们想象的多，人力也不足，因此这次没有做调查。 

小河南北岸的地形特点可分成：“上方”（垃圾转运站、高尔夫球和小区的铁

栅栏外和围墙外，有马路）、坡、“下方”（河边的草地）。所有四个人员先都集中

在小河的北岸拾捡塑料袋（和其他垃圾），走到小桥就过河走南岸继续拾捡。四

个人的分工安排如下：一个人负责“上方”，两个人负责坡上，最后一个人负责“下

方”（后来，我们发现“上方”的塑料袋数量特多，而坡上的塑料袋少，我们让坡

上的一个人到河岸“上方”去）。为了避免参与调查者的主观性，我们划定河两岸

的一定面积的区域作为取样的试点，并通知所有人员在自己负责的取样点的所有

塑料袋捡出来（特别困难的例外）。 

收集塑料袋后，我们用千分尺对收集起来的塑料袋的厚度进行测量。测量时，

我们划定测量范围如下：1）0.025 毫米以下（不包括 0.025 毫米）；2）0.025－0.040

毫米；3）0.040－0.060 毫米；4）0.060－0.080 毫米；5）0.080－0.100 毫米；6）

0.100 毫米以上（不包括 0.100 毫米）。 

 

三．调查结果 

在此调查工作中我们共收集了 216 个塑料袋。图表 2 和 3 显示各种厚度的塑

料袋比例。 

垃圾转

运站 
北辰高尔夫

球场 

嘉铭园小区 
小桥 

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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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被取样的塑料袋的厚度（表格） 

测量范围（mm） 个数（个） 比例（%） 

0.025 以下（不包括 0.025） 114 52.8 

0.025-0.040 56 25.9 

0.040-0.060 28 13 

0.060-0.080 11 5.1 

0.080-0.100 4 1.9 

0.100 以上 

（不包括 0.100） 3 1.4 

总数 216  

 

图表 3：被取样的塑料袋的厚度（饼图） 

53%

26%

13%

5% 2%1% 0.025以下（不包括
0.025）

0.025－0.040

0.040－0.060

0.060－0.080

0.080－0.100

0.100以上（不包括
0.100）

 

根据“限塑令”的定义，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就属于超薄塑料购

物袋。图表 2 和 3 显示，超薄塑料袋的比例大约 53％。也就是说，就此次调查

的地点而言，进入或散在环境中的塑料袋中，约一半是超薄塑料袋，而另一半就

厚度而言是“合格”的塑料袋。 

 

四．参与调查者的观察结果 

为了了解散在调查地点的塑料袋的原来用途、进入环境的途径等情况，所有

参与调查者对这些情况进行观察和记录。他们的观察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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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袁铭（取样点：河岸上方马路边） 

从塑料袋的用途来看，有盛装食用垃圾（辣椒粉、果皮等）、衣物、纸巾、

电池等塑料袋；从塑料袋的类型来看，有超薄、没有提携功能的包装袋以及诸如

与超市销售的塑料袋类似的塑料袋。从所观察的结果来看，在调查地点发现的塑

料袋只有极少数是挂在树枝上或是在地表面，这一小部分可能是由于自然原因，

如大风才来到此地的，而大部分塑料袋都是装有各种垃圾的塑料袋。 

 

B 毛菊（取样点：河岸上方马路边） 

塑料袋类型：1）垃圾转运站的铁栅栏外――各种各样的塑料袋子都有，大

多数是从市场买菜，水果等塑料袋子（超薄袋子），极少数（0.1‰）是超市里买

东西比较厚一点的塑料袋子。也有不少速食包装垃圾袋（来源于行人散步时，边

吃边扔）。2）高尔夫球围墙外――几乎全部是超薄袋．有很多小的白色透明的超

薄塑料袋（袋子的大小是：把成年人一对手掌并在一起的所形成图形的大小）。

（这些结论皆系当时的肉眼观察） 

塑料垃圾来源：1）垃圾转运站的铁栅栏外――估计极少数是路边的行人随

手扔掉的， 更多的可能是生活垃圾的倾倒 2）高尔夫球围墙外――生活垃圾直

接丢弃。 

 

C 池田武（取样点：坡上） 

从塑料袋散落的状态来判断，坡上的大部分塑料袋好像从别的地方刮过来，

或者在“上方”的马路上有人扔到坡上的。这是因为这些塑料袋都是挂在植物的树

枝上的。这些塑料袋的厚度普遍较薄，但从直观难以判断厚度是否小于 0.025 毫

米。在坡上，装垃圾的塑料袋只有一个，它是厚度较高的“物美”超市的塑料袋。

废塑料袋总量来看，坡上和“下方”河沿岸没有“上方”马路边多。 

 

D 张筱茜（取样点：“下方”河沿岸） 

塑料袋大多是从别处刮过来的，因为大多塑料袋都是挂在植物的枝杈上的。

也有一部分是装有垃圾的超市购物袋，所占比重比较小，比例大概是 9：1。 

 

从参与调查者的观察结果，发现如下情况： 

尽管在同一个区域里做的调查，但在不同的地形，塑料袋的数量及散落状态

（进入环境的途径）上存在一些差别。“上方”马路边的多数塑料袋是被作为垃圾

袋，装垃圾后故意扔到那里的。由于风等自然原因从别处刮过来的塑料袋显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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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坡上和“下方”河沿岸的大部分塑料袋是从别处刮过来的（或者“上方”马路

上有人扔到那里的），装垃圾的塑料袋较少。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一方面

是因为这些废塑料袋的产生源就是“上方”的马路上，即走过这条马路的人们就随

手把塑料袋丢弃，自然，“上方”马路边的塑料袋的数量比坡上和“下方”要多。另

外一方面是因为“上方”马路边的围墙里面有一排房子（不知道住的是居民，还是

高尔夫球场的保安），这里的人们好像把生活垃圾倾倒在马路边，有的就把塑料

袋作为垃圾袋在那里扔。 

在调查地点，除塑料袋以外，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其他垃圾。其中，明显多是

食品包装袋（方便面、糖等包装物）、各种碎纸、卫生纸和纸巾、塑料薄膜、电

池等垃圾。就坡上和“下方”河沿岸而言，这些其他垃圾的数量远远多于废塑料袋。 

 

五．调查结果分析和结论 

超薄塑料袋的比例：此调查结果显示，散在环境中的塑料袋中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塑料袋（就是超薄塑料袋）的比例大约 53％。这意味着剩下一半的塑料

袋是从厚度上符合法律要求的塑料袋。那么，普遍被舆论和媒体以及政府相关部

门接受和引用的“超薄塑料袋是白色污染的主要来源”这种说法，也许稍微夸张。

而这种夸张会导致舆论和媒体，甚至政府决策部门对超薄塑料袋的社会（环境）

成本的评估上又做夸张，从而我们对问题所在的把握和判断过程也受到一定影

响。这种情况在此调查工作中也反映出来――不少参与调查者认为他们收集的塑

料袋都是超薄的，但测量结果证明，0.025 毫米以下的只有一半。就此调查地点

的现状而言，实际上我们把一半的社会成本“冤枉”給超薄塑料袋身上了。 

塑料袋厚度与塑料袋进入环境的可能性之间的关联问题：塑料袋的厚度与塑

料袋进入环境的可能性之间尽管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该相关性不一定是很强

的。废塑料袋进入环境的途径多，也存在非属厚度的各种因素。比如，此调查中，

我们发现很多塑料袋是被故意扔到那里的。不应该在厚度上做大文章，或把厚度

看成是进入环境的途径的唯一因素。 

不能忽略其他垃圾的问题：此调查中另外一个发现就是在调查点非属塑料袋

的其他垃圾也很多。就在坡上和“下方”河沿岸而言，这些其他垃圾的数量远远多

于废塑料袋。有些垃圾中含有的化学物质的有害性远远大于塑料袋，这些垃圾导

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严重性不一定是低于白色污染的。我们不应该非合理地把塑料

袋看成“万恶之源”，而忽略这些其他垃圾的问题。 

白色污染的原因探索：尽管此问题完全超出此调查的研究范围，但值得讨论。

我们认为，无论是塑料袋还是其他垃圾，其初步进入环境的途径可能归到随意或

故意扔的行为。导致这种行为的原因主要是：环卫系统还未健全，也缺乏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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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内在的环保意识和社会压力，如监督，罚则等）（有点讽刺的是，这些垃

圾倾倒的行为就是发生在垃圾转运站旁边）。进入环境后，某种垃圾是否易移动，

到处散落，就一定程度上跟其重量有关的。限制塑料袋厚度的举措试图通过增加

厚度，增加其重量，从而减少白色污染问题。但这种举措只能对进入环境后的塑

料袋的移动性起到一定控制作用，然而，不能控制初步进入环境的过程本身，因

为导致这个过程的是“人为”而不是塑料袋的“厚度”。“限塑令”中同时采取的塑料

袋有偿使用政策，会减少整个塑料袋的社会保有量（至少理论上）。再通过不断

的环保宣传以及环卫系统的完善，逐渐改变人们随意或故意乱扔垃圾的行为，才

能使包括白色污染在内的由生活垃圾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得到减轻或解决。我们想

在此强调的是，我们不能老停留在塑料袋的厚度是否“合格”的问题上。 

 

六．调查中存在的不足和今后的展望 

调查取样的地点只有一个，而且它有一种特殊的地理特点――城市里的河

边，且离调查点不远的地方有一排房子，那里的住户好像把生活垃圾倾倒周边。

自然，这些情况都会影响此调查收集的塑料袋的数量、厚度、进入环境的途径等

情况。因此，应该在别的地方做几次调查。为了进一步了解和确定塑料袋的厚度

与进入环境的可能性之间的相关性，在后续工作的调查地点中应该包括离居民区

远的地方，比如一片农地等。 

 

此调查负责人：池田武 

参加调查人员：袁铭、张筱茜、毛菊、池田武



第一章 限塑政策高调起步的 2008 年 

37 

《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草案）》完善建议 

 

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 

2008 年 4 月 北京 

 

1. 将限塑政策的管理对象扩展到所有其他材质的一次性购物袋 

我们认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和《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草案）》（以下

简称《办法》）应该将一次性非塑料材质的购物袋，比如纸袋纳入到收费政策的

范围内。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其他材质的购物袋（包括可降解的）比塑料

购物袋绝对环保。而且，在《通知》颁布后，社会上已经出现了盲目依赖“替代

品”的苗头，比如主张大规模投资和生产可降解购物袋，以及大规模发放纸袋和

布袋的现象。因此，如果仅仅针对塑料购物袋采取行动，势必增加其替代品滥用

的可能性，其结果很可能还是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与《通知》和《办法》

的宗旨不符。*
 

基于如上理由，我们还建议删除《办法》第十一条，或将之修改为：“鼓励

商品零售场所减少提供各种材质的一次性购物袋。” 我们认为，要求零售商自行

辨认哪些购物袋环保是不切实际的。有关部门应对不同材质的购物袋进行生命周

期分析，进而把它们在功能、经济和环保等各方面的比较结果向社会公布，再由

商家和消费者进行选择。另外，不论是哪种材质的购物袋，只要过度使用，都会

破坏环境，因此，使用“鼓励提供替代品”的表述不恰当，可能助长民众滥用替代

品的情况发生。 

 

2. 明确政策的适用范围 

对于一些不是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的商品零售商，比如流动的摊贩、店面

非常小的杂货店在不在政策的适用范围内，《办法》应做出明确的规定。考虑到

行政资源的有限性，一些地区和零售行业的特殊性，限定政策实施的范围，甚至

是批准一些豁免都是正常的，有助于政策的有效实施。所以，针对《办法》第二

条，我们建议相关部门仔细研究政策不适用或不能有效实施的情况，进而对不在

政策适用范围的或应被豁免的零售商类型给予明确说明，以便社会各界了解他们

                                                             
*
苏格兰 AEA Technology Environment 研究机构由苏格兰政府授权对塑料袋征税的可行性及其对环境、社

会和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其报告称，如果不把纸袋列入征税对象，根据爱尔兰的经验，纸袋

的消费量会增长。将法国的研究机构曾做过的 LCA 分析结果与征税后纸袋预计增长量结合在一起，得出的

结论是：如果只对塑料袋征税，那么，纸袋需求会增长。结果是，相对于现在的状态，在水消耗、水质富

营养化、废弃物排出等领域对环境的影响会更大，会导致更恶劣的后果。报告建议，应该把纸袋也列入征

税对象，才能得到良好的环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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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和义务。 

 

3. 对于塑料购物袋收费，避免使用“有偿”或“无偿”的表述 

《通知》和《办法》皆表示，在新政策下，对塑料购物袋进行显性收费是一

种“有偿使用制度”。这种表述会对公众的理解产生误导，因为实际上在政策实行

之前，塑料袋也不是无偿的，消费者实际在对其进行隐性付费。新政策的意义不

在于告诉老百姓，你要多掏钱了；而是告诉他们，你原来就掏钱了，如果少用，

你还可以省钱，而且环保。因此，我们建议把《办法》第三条改为：“商品零售

场所应当依据本办法告知消费者塑料购物袋实际为有偿，并以不低于成本价向消

费者销售塑料购物袋。”，把第六条的（三）改为：“把塑料购物袋成本隐含在，

或变相隐含在商品价格中。” 

 

4. 仍有必要规定塑料袋的最低价格 

我们注意到，《通知》颁布后，有关人士建议为塑料购物袋制定最低价格，

但在《办法》中，此项建议没有被采纳，并被替之以“不得低于经营成本销售塑

料购物袋”。我们理解对于不同零售商所使用的塑料购物袋的种类相差很大，因

而成本差别也很大，统一定价会造成一定的不公平。但我们同时也担心，让商家

按自己的成本自行定价难以得到政府的有效管理和公众的监督。因此，我们建议，

对于一些塑料购物袋使用种类相近，成本容易确定且相差不大的零售商类型，比

如超市和集贸市场，政府还是规定不同规格的常用塑料购物袋的最低价格。而对

于那些种类和成本相差很大的行业，如服装商店、电器商店，可依《办法》第六

条（一）中的规定执行。对于不适用最低价格的零售商，第八条相关规定的执行

犹为重要；政府应该及时向社会公布这些行业守法的情况和查验的情况。另外，

我们认为《办法》第十条是对价格监管不足的有效补充，但缺乏有关奖惩措施的

明确表述，应该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5. 相关部门主动建立公众参与的机制，并将政策的执行情况及时反馈给公众 

限塑政策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公众参与和监督。我们建议《办法》第十九条应

得到进一步补充，使相关部门主动建立公众举报违法行为的机制（比如设置专人、

专线等渠道），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执法的情况，不仅使公众了解政策的实施情况，

也让政府的执法得到公众的监督。 

 

6. 适当延长《通知》和《办法》征求意见的时限 

我们认为《办法》征求意见的时间过短，《通知》中的一些内容也值得商榷，

对于这样一个涉及面如此广的政策，有必要留有更多的时间征集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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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塑：如何走出困局*
 

 

毛 达†
 

 

摘要：2009 年是“限塑令”颁布后的第二年。这一年里，“限塑令”存在的问

题进一步显露，一方面，塑料袋“有偿使用”的范围开始逐渐缩小，有失去其已

有成果的危险；同时 “超薄禁令”几近失效，没有真正贯彻落实。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政策设定的目标与现实的执行条件存在很大距离，政策缺乏必要的后续

行动和行政资源投入。为了走出困局，政府、商家和环保组织可以尝试更多的努

力，有针对性地修补“限塑令”的内容，使之在减少塑料袋消耗、减轻“白色污

染”上继续发挥效用。 

关键词：限塑令 超薄塑料袋 有偿使用 白色污染 公共政策 

 

The Way out of the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 Dilemma on 

Restrictions to the Use of Plastic Bag 

 

Mao Da 

 

Abstract: 2009 is the second year 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Plastic Bag 

Restriction Policy in China. In this year, the major problems of the policy were further 

exposed, which include the ineffectiveness of the “ultra-thin bag ban”, and the 

undermining of “chargeable use of plastic bag”.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se failures 

are the big gap between the goals and the practical conditions of the policy, and the 

lack of follow-up action and administrative resource guarantee. In order to step out of 

this dilemma, the governments, retailers and environmental groups can make more 

efforts to revise and improve the policy, and make it more effective in reducing plastic 

bag use and “white pollution”. 

Key Words: Plastic Bag Restriction Policy, Ultra-thin Bag, Chargeable Use, White 

Pollution, Public Policy 

                                                             
* 本文刊登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 3 月出版的《中国环境发展报告 2010》第 207 页。 
† 毛达，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理事，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成员，

自然之友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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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是“限塑令”
*颁布后的第二年。在这一年里，为了完善政策并提升其

效果，各方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行动。例如，人大代表提出了相关议案，政府部

门多次组织监督检查活动，媒体和公益组织合作举办论坛研讨，民间研究者也坚

持调研和向政府建言。在这个过程中，“限塑令”的问题进一步显露出来。对该政

策，应当通过分析和评估，予以完善并深入推进。 

 

一 塑料袋收费政策取得部分成功 

1. “有偿使用”制度对减少中国塑料购物袋消耗已经起到积极的作用。 

2009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从 2008 年 6 月 1 日推行以来，全国超市塑

料袋使用量减少了 2/3 左右，减少塑料消耗约 27 万吨，每年可节约石油 240～300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760～960 万吨。†
 

对这一公共环境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取得成就的原因，官员和专家经常使用的

解释为“经济杠杆”，即显性化的塑料袋成本抑制了对此物品的购买需求。我们认

为，在“经济杠杆”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 

首先，认为购买塑料袋会付出更高代价主要是一种心理作用。正如官员和专

家们都强调过的，收费只是将塑料袋成本显性化。由于大部分商家在“限塑令”

生效后都坚持以成本或略高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塑料袋，因此显性化后的塑料袋成

本和之前并没有太大差别。因此，在短期内，消费者，特别是收入较高的消费者

通过减少塑料袋消费减少开支的原因主要是心理上的。考虑到塑料袋本来就是一

种低价商品，这种心理原因就更为明显。 

其次，“限塑令”的出台在短时间内发出了一种集中而广泛的“减塑”激励信号。

这种激励除了上文所说的心理上的“经济杠杆”外，还包括对塑料袋环境影响的一

次知识普及和环保意识提醒。除了政策实施初期的媒体宣传外，消费者身边的超

市、卖场、农贸市场都通过“收费”这一动作提醒了人们的环保意识和责任。 

再次，“限塑令”通过缔造“公共信息”，实现了商家的统一行动。从实施结果

看，超市、卖场之所以比集贸市场、个体商店、小商小贩更能够落实塑料袋“明

码标价，分开记收”的政策，是由其经营特点所决定的。根据民间研究者的总结，

这些特点包括集约化管理经营、固定的商品价格、商品对塑料袋盛装的依赖性低

等。其实，这些特点在“限塑令”颁布和施行之前是已经存在的，那为何这些商家

没有主动地对塑料袋进行收费呢？事实上，除极少数居于垄断地位的商家，如宜

家家居敢于率先销售塑料袋外，没有哪家一般的超市连锁企业敢自行迈出这一

                                                             
*“限塑令”全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2007 年 12 月 31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本文中将此文件简称为“限塑令”——编者注 
†《“限塑令”实施取得明显成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http://www.ndrc.gov.cn/xwfb/t20090826_297992.htm，2009-8-26。 

http://www.ndrc.gov.cn/xwfb/t20090826_2979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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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笔者认为，这就是一种“囚徒困境”的表现。收费——不管有没有“二次收费”，

是不是“隐性”变“显性”——都会给自己带来风险，因为并非所有消费者都有环保

意识，并非所有消费者能够想清楚“羊毛本来出在羊身上”的道理，所以商家都不

愿意先迈出这一步，以免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限塑令”的出现恰恰打破了这种谁都不愿先采取行动的格局，因为它为所有

有条件进行“明码标价，分开记收”的商家和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公共信息”：2008

年 6 月 1 日这天开始统一行动。从而使得所有有条件的商家就都可以放下顾虑去

行动。可见，“限塑令”在推行塑料袋收费上实际是一个非常“经济”的政策，政府

并没有什么投入，仅靠发布一个“公共信息”就使得有条件的商家能在短期内一起

行动，公众也能够配合。这个成功经验是最值得吸取的。 

2. “有偿使用”的效力减退 

然而，阶段性的胜利却不能消除人们对塑料袋收费政策未来走向的隐忧，短

期的成功也不能保证政策效果的长期延续。从目前的形势看，“限塑令”在“有偿

使用”制度方面正面临“失去阵地”的危险。 

首先，超市、卖场的执行率在下降。根据民间研究者对全国 6 个城市的调研，

由于有不少中小型的超市已经不再执行塑料袋“有偿使用”的政策，使得属于超

市、卖场类型的商品零售业的整体执行率大都降到了 90％以下，兰州和哈尔滨

两地甚至不足 80％。各地媒体也不断有“商家破坏游戏规则，不执行收费政策”

的报道。 

其次，“习惯”于购买塑料袋的消费者正在增加，塑料袋购买量也在增加。各

地媒体都有类似的观察结论。2009 年初有河北媒体曾报道“在„限塑令‟执行得最

好的大型超市，塑料袋的使用量也有所„反弹‟。很多市民开始习惯了花钱买塑料

袋。现在除一些老人会自带购物袋外，大多数中青年消费者都是掏钱购买塑料袋，

超市的塑料袋使用量比限塑初期增长不少。有些超市每天要售出 1000～2000 个

塑料袋”
*。类似的报道在重庆、无锡、福州等地的媒体上都有出现，一些地区的

超市塑料袋可能已经恢复到“限塑令”实施前的 1/2，†较 2008 年 7 月估计的 10～

20%已高出很多。 

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导致这样的现象发生。第一，如果没有持续性的环保宣

传，人们会逐渐漠视自己的环境责任。第二，由于塑料袋是低价商品，购买塑料

袋对家庭开支的影响微乎其微，政策初期人们产生的心理上的担忧也就逐渐降

低。第三，不排除一些消费者已经清楚识别塑料袋成本“隐性”变“显性”的意义，

因此会觉得购买塑料袋并不比以前有什么损失。 

                                                             
* 张辉、王一新：《超市塑料袋每天仍卖出一两千》，燕赵都市报，2009-2-12。 
† 许媛：《限塑令有令难行推行 10 月仅亮 3 罚单》，重庆商报，20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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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使用”制度效果减退并不说明政策本身有错误，而是表明它的作用有

限，其内容必须得到充实才能巩固已有的效果。如果没有新的资源投入去监督商

家执行或给消费者以更多激励，“有偿使用”的减塑效果肯定还会继续下降。目前，

工商部门已经采取了一些办法促使商家执行收费政策，但这些多为“运动式”的措

施，没有把媒体和公众监督纳入到监管体系中，因此实施效果还有待观察。 

这一政策在消费者激励方面则更加薄弱。是否设置“环保提醒”一直以来是商

家自己的事，政府系统性的政策宣传工作一直没有开展起来，一些官员只是在政

策初期接受了媒体的一些采访，公众有许多关于政策的疑问都不知道该找谁解

答。虽然 2009 年有一些关于“限塑令”的交流与宣传活动，但主要都是民间公益

组织的行为。因此，强化政府宣传对于争取公众支持限塑是非常必要的。 

 

二 “超薄禁令”基本失效 

1. “超薄禁令”基本失效 

“限塑令”的一项重要措施是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超

薄塑料购物袋。然而，这项禁令仅在政策生效后非常短暂的时间里发挥过作用。

据媒体报道，早在 2008 年 8 月，即北京奥运会正举办之时，超薄塑料袋就已经

在一些省份出现了反复，到了 9 月，连生活水平较高、市场管理较严格的上海市，

其市场塑料袋抽样合格率也仅为 56.5％*。进入 2009 年，各地关于超薄塑料袋重

新泛滥的媒体报道则更多，农贸市场大多还在提供超薄塑料袋，相关各个环节的

控制也不是很有效。于是，几近失效的“超薄禁令”常常被公众舆论斥为是“形同

虚设”、“一纸空文”、“„禁白‟等于„白禁‟”等，有时被错误地理解成是整个“限塑令”

的失败。 

面对“超薄禁令”遇到的困境，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第一反应多为“要加强

禁令的执法力度”。而事实上，政府在这一方面并不是什么都没做。据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司副司长李静介绍说，工商总局在 2008 年就下发

了关于开展限塑整治工作的通知，2009 年也进行了许多检查。工商部门全系统

2009 年 3 月份以来共出动执法人员 60 余万人次，检查商品零售场所 25 万个，

检查经营户 230 多万户，查出不合格塑料袋 2.6 亿个，查出案件两千多个，罚没

金额 204 万元†。从 2009 年 6 月 1 日起，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质检总局、工商

总局四个部门还到各地进行了督察和抽查。7 月，国家工商总局又接着下发了《关

于集中开展集贸（农贸）市场“限塑”整治行动》紧急通知，明确要求强化市场开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2008 年第 2 季度上海市塑料购物袋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9/node12344/userobject26ai16001.html，2008-9-10。 
† 《5 月论坛:超市限塑见成效，农贸市场监管力度不够》，搜狐绿色频道， 

http://green.sohu.com/20090525/n264163664_2.shtml，2009-5-25。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9/node12344/userobject26ai16001.html
http://green.sohu.com/20090525/n264163664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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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者责任，鼓励套用超市模式，提供符合相关标准的生鲜食品等商品的塑料预包

装袋。 

笔者也通过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求证了这个

事实。2009 年 11 月 9 日，工商局回复的信息显示，北京市工商系统在 3 月份以

来，共出动执法人员 5650 人次，检查商品零售场所 4010 个，检查经营户 23412

户，查处不合格塑料袋 15.3731 万个。 

从有关部门公布的信息看来，不能说政府在克服“超薄禁令”失效的问题上没

有作为。但是，全国各地超薄塑料袋泛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一些坚持跟踪

“限塑令”成效的民间研究者在 2009 年夏季对 6 个城市的调查显示，超薄袋仍然

大量出现在农贸市场、个体商店和小商小贩的摊档中，只有少数经营管理比较严

格的农贸市场才杜绝了对超薄袋的销售。 

2. 禁令失效的原因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政策失效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政策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应是其目标与效果的比较。“超薄禁令”之所以失

败，主要是因为目标定得不当。“禁令”意味着对超薄塑料袋的目标应该是“零容

忍”，这样高的目标不仅让市场和消费者在短期内无法接受，更超出了公共管理

资源所能保证其落实的范围。 

一些基层政府行政人员曾抱怨，超薄袋生产技术含量低、投资小，遍地开花，

要堵住源头十分困难，控制其销售和使用也同样如此。*其实，真正堵住、禁住

并非不可能，这在于相关部门是否对“禁止超薄”投入足够的行政资源。此外，许

多工商管理人员即使发现了违法现象，也没有按照规定惩罚违法者，他们众口一

声的理由就是“小商贩也不容易”。如果连国家工作人员都无法领会禁令的要义，

设置禁令又有什么用呢？ 

应当看到，“禁令虚设”是影响法制建设的大问题。很多公民已经习惯政策法

规“形同虚设”；然而，这种“习惯”正是建设法制社会，依法保护环境的最大隐忧。

笔者认为，“禁令”失败的原因就在其本身，我们不能动辄把理想的憧憬等同于现

实中的政策目标。我们只能追求我们能够实现的目标，如果达不到，这一目标就

要修改。否则，“禁令虚设”会消磨各方的积极性，导致能够落实的目标都无法实

现。 

3. 加大“投入”，避免“一刀切” 

相比超市、卖场面临的隐忧，目前舆论批评得最多的还是农贸市场、个体商

店以及小商小贩不能充分落实“有偿使用”政策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和“超薄

禁令”是一样的：政策所设定的目标不符合社会实际情况，因为大部分这些商品

                                                             
* 谢朝红：《限塑令实施一年，免费塑料袋仍“笑傲江湖”》，河南商报，2009-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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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场所都不具备对塑料袋进行“明码标价，分开计收”的条件。而且，菜市场和

农贸市场等区域，由于缺乏预包装使得对塑料袋的依赖度比较高。如果没有其他

措施，“替代”的发生更加困难。因此，对于“有偿使用”制度来说，“限塑令”不仅

有“阵地失守”的危险，也有“一刀切”带来的许多后遗症。 

 

三 如何完善“限塑令” 

以上谈到的仅仅是目前“限塑令”遭遇的最突出的两方面问题。“限塑令”同时

还有要求商家设置塑料袋购销台账，鼓励塑料袋回收再利用，避免填埋和焚烧的

政策。这些不仅没有被舆论所重视，有关部门也没有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去推行。

因此，完善“限塑令”应是全面的，必须要从公共政策制定、实施和参与的根本问

题下手。本文最后从该政策的三个主要利益相关方入手，讨论改善“限塑令”实施

的可能的行动。 

1. 政府部门 

目前，“限塑令”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明确的部门或官员对这一政策负责

（即使有，也是不为公众所知的）。“限塑令”是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但从媒

体的报道，以及政府与民间的交流来看，国家发改委环境与资源保护司处于政策

决策和实施的中心。因此这个部门及其领导应该继续站在限塑政策的前台，和各

方一起推动政策的发展。 

无论哪个部门负责，有关责任部门都应将具体的办事部门或人员的联络情况

公布，从而方便利益相关方反映情况，建言献策。这个部门的一个重要职能，就

是创设一种公众参与和表达的机制，可以把相关方纳入到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之

中。只有形成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机制，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

例如，如何设立合乎实际的政策目标，应该在政策措施上进行哪些调整等等。 

对于难以实现的“超薄禁令”，其政策目标应当加以调整，制定补充条款，明

确阶段性的目标。对于塑料袋的“有偿使用”，不应忽视集中了许多品牌商店的百

货商场，它们完全有条件更好地执行“限塑令”。对于难以执行的农贸市场、个体

商店和小商小贩，可以考虑设置豁免条款，并出台鼓励性的办法促使这些商品零

售场所减塑。政府还可以考虑出台一些落实“限塑令”的指南，把好的经验分享给

各级政府和零售行业。 

此外，我们一直强调所谓的“白色污染”问题，其原因不仅因为塑料袋的存在，

更在于塑料袋的随意丢弃和粗放型处理。因此，政府除了继续在减量上做工作，

也要在垃圾处理的层面上多下功夫。也就是说，治理“白色污染”还需超越“限塑”

这个层面。 



第二章 限塑政策问题凸显的 2009 年 

45 

2. 商品零售企业 

商家，尤其是规模经营的超市和卖场在其能力范围内应该利用各种机会，尤

其是收银环节，最大限度地向消费者传递减塑行为的环保信息。 

3. 环保组织 

不管政府、商家和环保组织怎样努力，完善“限塑令”、减少塑料袋使用和污

染的最终动力来自于广大公众。环保组织可以多做社会调查，帮助政府部门了解

“限塑令”实施的实际情况，并及时提出建议和意见。宣传工作也是环保组织的长

项，它们可以与商家合作，设计更好的宣传方法和鼓励替代的办法，避免空洞说

教，从实际出发减少塑料购物袋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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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拿“限塑令”不当回事 

限塑令实施一周年论坛在京举行* 

 

来源：公益中国网 

2009-05-23 

 

公益中国网（艾若） 2009年 5月 22日下午，在“限塑令”实施即将一周

年之际，在能源基金会的支持下，搜狐绿色频道与中外对话、北京地球村环境教

育中心联合主办了“限塑令”执行一周年论坛，论坛由搜狐绿色频道的苏苏主

持。 

 

本次论坛邀请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李静、商

务部商贸司标准规范处处长李嘉建、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金

狮三位嘉宾，与大家一起交流“限塑令”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改变、“限塑令”执行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未来有哪些具体的举措来推进“限塑令”的执行。 

 

 

“限塑令”执行一周年论坛主办方与嘉宾合影留念。 

 

李静副司长回顾了“限塑令”出台的背景，实际上，“限塑令”出台之前，先后

有十几个省市发布指令对塑料袋进行禁止、限制，有一些局部的措施，但是由于

                                                             
* 原文地址：http://www.pubchn.com/articles.php?article_id=83762 

http://www.pubchn.com/articles.php?article_id=8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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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和政策都在局部的范围内执行，在全国范围内收效不是很明显。在十几个省

市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在同一

个时间点同时开展这个行动，有利于政策的推广实施。2007 年最后一天，国务

院的文件出台了，2008 年 1 月 8 号在网上公布，引起了全社会以及国际社会各

方面的关注。这既有我们自身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要求，同时也有国际上我

们在整个大家庭中责任的体现。 

关于“限塑令”执行的效果，李司长认为成效还是显著的、主流是好的，特别

是在大商场和超市里面执行得比较好，消费者环保意识也普遍提高。不过，在一

些农贸市场不是很理想，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似乎都忘了这个政策，这

是下一步要抓的薄弱环节。任何一项政策的执行都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

是政策执行本身，同时也包括我们每个人对政策的理解，特别是塑料袋，都已经

深入百姓生活的细节里面。“限塑令”有两个政策的要点，一是对超薄的是严格禁

止的，二是对于合乎国家标准的塑料袋，应该有偿使用，用经济杠杆来调整塑料

袋的使用量。现在大家反映更多的问题就是在生产环节的超薄塑料袋控制得不是

很有效，由于塑料袋的生产工艺比较简单，门槛比较低，游击队的生产方式比较

灵活，增大了执法的难度，但是相关部门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人民网有一个报

道，生产质监部门从三月份以来严格监管，已经打掉了很多的小生产窝点。 

李嘉建处长透露在六月份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 14 个部门发起的全国节能

宣传周活动中，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限塑。之所以把它放到节能宣传周中，

因为社会各界都认为限制使用塑料袋对节能环保的重要意义。商务部也将配合国

家发改委和国家工商局等有关部门，要求地方的商务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争取把限塑工作做到更令人满意的程度。 

董金狮谈到去年他们向工商所举报了一个市场存在免费提供塑料袋的现象，

工商所的人罚款时没有罚市场开办单位，而是直接罚摊贩，这种罚款实际上是不

合程序的，工商所应该罚市场开办单位，至于摊贩，则应由市场开办单位负责。 

“限塑令”还有一项内容是关于废旧塑料的回收利用，董金狮还带来了一块用

白泥（造纸后的废浆）和废旧塑料做成的地砖，不要将废塑料送去简单变成填埋

或焚烧，而应把废塑料袋变成一种资源、一种产品，并建议发改委下一阶段可以

加大对废塑料袋回收处理的支持力度，这样限塑的政策才更有意义。 

之后北京地球村减塑项目负责人文衡凤女士发布了“限塑令一周年执行情况

调查报告”，本次调查是在搜狐绿色频道针对消费者做的在线调查，共收到 2696

份问卷。对消费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人是认同和支持“限塑令”的，但实际行

动仍有一定差距，尽管绝大部分人知道塑料袋对环境会造成污染，也觉得自己应

该为了保护环境而减少塑料袋的使用，但为了方便，仍很难改变大量使用塑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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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习惯。在严格执行限塑令的零售场所，相当多的消费者会自带购物袋，而在其

他零售场所，自带购物袋的消费者会少得多，这主要是因为要在短时间内养成自

带购物袋的习惯确实有很大难度，除非有外力的强制。 

根据调查分析，提出相关建议：1、理顺监管关系，加大监管力度：对农贸

市场等没有统一购物出口的零售场所，工商部门对市场开办单位进行监管，如查

到市场内商户违反“限塑令”，应该处罚市场开办单位。而市场开办单位对商户进

行管理。2、推广合适的替代品：自从“限塑令”颁布以后，各地政府、公益组织、

企业积极响应并付诸实践，大力推广环保购物袋，但各类环保袋的大量发放，如

何保证不是一次巨大的浪费？我们缺的是环保袋，还是习惯用环保袋的人？为了

找到一个大家都愿意重复使用的环保袋，去年 4 月份北京地球村发起了“环保袋

方案创意竞赛”，希望借助众人的智慧解决环保袋的三个问题：如何让人喜欢用？

如何让人方便用？如何提出大众需要的解决方案？由赤子天下创意机构设计的

“绿叶环保袋”由于外形独特、设计巧妙、兼具实用与美观等创新优点，最终勇夺

冠军。从去年 9 月份开始，北京地球村在一些社区、学校推广“绿叶环保袋”，得

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当然，其他那些让人记得随身携带并重复使用的购物袋都是

合适的替代品。3、加大宣传力度，以相关政府部门为主导，充分利用广播电视、

报刊杂志、网络等各种媒体，广泛宣传“白色污染”的危害性，宣传“限塑令”的重

要意义。这些宣传需要长期持续开展，才能使广大消费者牢固树立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意识，逐步养成随身携带购物袋的习惯，从而达到减少使用塑料袋的目

的。 

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的代表魏杰介绍了他们去年做的两次调查报告的情

况，提出三个需要探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限塑令”是否应该仅仅限制塑料袋

使用？如果我们在限塑的情况下，又滥用了纸袋和无纺布袋，是否打着环保的旗

号对资源进行更大的浪费？当时管理办法 11 条有一个提法是鼓励商品零售场所

提供符合相关质量标准和环保要求的塑料购物袋替代品，建议改为商品零售场所

应减少使用各种材质的一次性购物袋。第二个问题是符合质量标准的塑料袋是否

就能够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合格的塑料袋是不少于 0.025 毫米的，更薄的就是

不符合标准。他们在北京划定了一个区域，把这个区域内所有我们可以捡到的所

有的白色污染全部收集起来，用薄膜测厚仪对它进行测量，发现只有一半左右的

塑料袋是超薄塑料袋，剩下一半的污染是合格塑料袋。因此需要对超薄塑料袋的

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说明。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有偿使用术语的理解，这就会给公众

甚至是很多媒体有一个误解，认为塑料袋的成本是转嫁给了消费者，增加了消费

者的负担，我们不应该让商家用塑料袋赚钱，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误解，因为在管

理办法和通知发布以后，相关制订政策的人已经对此做出了解释，塑料袋本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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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免费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你之前虽然没有对塑料袋付钱，但是隐性的已经

付费了，现在只是把以前隐性部分显性化，不如直接说成塑料袋显性收费，大家

对“限塑令”可能会更支持一点。魏杰将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的建议现场递交给

李静副司长，李司长表示很高兴看到民间做了这么严谨的调查分析，并希望他们

继续为推动“限塑令”的有效执行提出建议。 

最后，记者就一些消费者关心的话题向嘉宾提出来，比如手撕袋的使用量增

加，是否会抵减限塑令的作用，餐饮行业打包的塑料袋是否收费，大家还希望嘉

宾能推荐最环保的购物袋。针对滥用手撕袋的问题，董金狮说他曾给一些超市建

议不要把手撕袋放在离称重太远的地方，如果有人看见，消费者就不好意思随便

撕，并且在手撕袋的附近，打上一些环保用语，这些语言对于有文化的人可能会

得到一个良心上的提醒。而餐饮行业打包的塑料袋是否收费，商务部李处长解释

首先餐饮企业塑料袋的使用量是很少的；第二，方便消费者把剩余的餐食打包回

家，也是一种节约的政策。所以没有把餐饮企业纳入到有偿使用塑料袋的范围，

医院也没有纳入，但是现在大部分医院已经开始有偿使用塑料袋了，相信不远的

将来，餐饮企业不论是作为一种自发的行动，还是作为政府跟进的要求，可能也

都会做到有偿使用。至于最环保的购物袋是什么，三位嘉宾一致认为购物袋是否

环保，不只是看它是什么材质的，更重要的是人们怎么使用，关键是要尽可能重

复使用，任何的产品在生产的过程中都会消耗资源，产生污染，没有一个是绝对

的环保，我们只能减少使用量达到相对的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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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限塑政策六城市调研报告*
 

 

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 

2009 年 11 月 北京 

 

一. 背景 

2008 年 6 月 1 日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

知》（以下简称“限塑令”）正式开始实施。“限塑令”规定所有的超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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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禁止生产、销售、使用

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塑料购物袋。这个政策实施后，由高校学生、NGO 成员

以及关心环境保护的年轻人所组成的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以下简称“研究小

组”），对“限塑令”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公众对塑料袋收费的反应、政策执

行的效果和影响等问题进行了专项调研。 

2009 年，为了进一步客观地分析“限塑令”的执行效果，研究小组与哈尔滨、

兰州、郑州、成都、广州、杭州六城市的 NGO 合作，经过数月的调研，形成了

各自的区域性报告，并且结合地域特点和实际情况，对一些现象进行了观察和记

录，下面就是这六份报告的简单总结。 

 

二. 针对零售商家的调研 

首先，根据北京调研的方法，六个 NGO 合作小组根据自身的人力、可掌握

的资源及城市的具体情况，分别选取了以下数量的样本量。 

 

图表 1 NGO 小组调研一类样本 

                                                             
* 本文刊登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 3 月出版的《中国环境发展报告 2010》第 3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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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中型超市执行情况 

 

图表 2 六城市超市执行情况 

 

由上表可见，超市对“限塑令”的执行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杭州的执行率为

94.34%，是六个城市中执行最好的。哈尔滨、郑州偏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

方面是各地的确存在一些差异，另一方面是各地调研小组在调研过程中对样本选

择存在差异。哈尔滨、郑州的调研小组选取的样本中不仅包括大型超市，还包含

了一些中型超市。中型超市的执行情况较差，拉低了整体数据。 

在调查商家的执行情况方面，广州的调研方法比较独特。广州小组利用“第

三方观察”，采用了“观察型的数据”，即“商家限塑执行观察”。并不直接记录商

家执行与否，而是以购买塑料袋的消费者的比例，从侧面显示商家的执行程度。

整体情况见下表： 

 

图表 3 广州地区超市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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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察消费者购买塑料袋的情况来看，广州地区的超市整体上都较为严格的

执行了“限塑令”政策，65%的消费者都会自备购物袋。但是在同一城市不同区域

的消费者的配合程度也有所差异。下图中自备购物袋比例，较富裕的地区为 40%，

低于整体水平；收入低的地区为 75%，高于平均水平。甚至在一些发达的区域，

有些超市塑料袋定价为 1.0 元甚至 2.0 元。远高于平均水平，但是仍然有 55%的

顾客会购买塑料袋。因此在这些地区，价格并不是唯一的杠杆。在“便利”和“价

格”之间，消费者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选择。 

 

图表 4 收入差异的影响 

(二) 商场 

六地商场的情况和北京类似，由于商场是各种品牌的集合，管理不统一，政

策也不一致，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合理方法对其进行调研，所以各个小组对商场的

调查多以感性的描写或定性的分析为主。定量的分析较少。因此，对商场仍然需

要更科学和更独立的调查。 

(三) 农贸市场执行情况 

 

图表 5 农贸市场执行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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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的调研认为“商场、菜市场这些商户基本上都没有履行限塑令”，“菜市场、

集贸市场里仍大量使用着超薄塑料袋”。 

其他地区的调研结果也大都如此，在农贸市场和批发市场，“限塑令”执行情

况不乐观。但是在杭州，有 69.44%的农贸市场执行得较好，这个比例在全国六

个城市的调研中是十分突出的，根据杭州小组的调查，原因主要是： 

1、杭州小组在各区调查所选择的样本都是已经改造提升、条件较好的大型

农贸市场，但很多中小型农贸市场并不在此列。 

2、同时，杭州市贸易局 2009 年年初发起了“最佳最差”农贸市场和样板农贸

市场的评比，每两个月评比考核一次，评比考核采用百分制，年度总评得分在

95 分(含)以上的农贸市场为年度最佳市场，年度总评得分在 70 分(含)以下的农贸

市场为最差农贸市场。被评为样板农贸市场、最佳农贸市场的，予以授牌嘉奖；

对最差农贸市场的予以黄牌警告，责令其限期整改。这一举措起到了很好的导向

作用，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三. 消费者调查 

消费者作为“限塑令”政策的直接参与者之一，其态度和意见对“限塑令”能否

有效执行有着重要影响。 

在认知程度方面，调查数据显示“限塑令”在实施一年后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

生活中深入人心的一项政策。调查显示，所有城市的消费者对“限塑令”的认知程

度都超过了 90%，主要的信息渠道是媒体和网络。 

 

图表 6 六城市消费者对限塑令的认知 

 

而“限塑令”在执行一年之后，消费者对这项政策呈何种态度呢？从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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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哈尔滨支持率最高，成都最低。 

 

图表 7 对“限塑令”的支持率 

 

同时，对于“限塑令”有没有给消费者的生活带来不便，各地调研小组也在问

卷中有涉及： 

 

图表 8 “限塑令”对消费者生活的便利性* 

 

根据此表，我们可以看出，塑料袋收费的确给日常生活带来了一些不便，但

是也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这个政策没有任何不便，由此可见，当人们养成了“限

塑”的“习惯”时，就不会感到不便，而还未养成这种习惯的消费者，多少会觉得

不便。因此，要消费者接受并适应这个政策，养成良好的习惯是非常必要的。 

广州小组调查结果显示，年轻消费者的购物行为较为随机，购物目的性不明
                                                             
* 这个表中郑州小组所有选项的比率之和没有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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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因此会出现无准备购物，这也为自备购物袋带来一定的难度。 

在“限塑令”政策实施后，塑料袋再次利用的情况在调研中也有涉及： 

 

图表 9 塑料袋再次利用比率 

 

在没有被再次利用的那部分塑料袋中，通过访谈我们得知也多是遭到污染，

难以再利用的塑料袋。 

被再次使用的塑料袋的具体用途，各地也有一些数据： 

 

图表 10 再次使用塑料袋用途 

 

由图可见，塑料袋循环利用最主要的用途仍然是作为垃圾袋，兰州小组的数

据中显示 47.1%的消费者是将循环使用的塑料袋作为垃圾袋使用。这个和“限塑

令”政策执行之前的塑料袋循环利用方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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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于超薄塑料袋的调研  

此次调研考察了白色污染中超薄塑料袋所占的比例。郑州小组的调研显示，

白色污染中超薄塑料袋，即厚度低于 0.025mm 的比例达到了 97%。 

兰州小组调研显示超薄塑料袋的比例为 43.9%，但是超过 0.025mm，在

0.025mm-0.06mm 之间的塑料袋也在白色污染中占有很大一部分比例，达到了

42%。而与此相印证的是北京白色污染调研中超薄塑料袋的比例达到了 52.8%，

超过一半，但是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是所谓的合格塑料袋，达到了 38.9%。 

 

五. 结论及建议 

(一) 调研结论 

根据六个城市的调研结果，并对比之前在北京做的两次研究，我们可以得出

以下结论： 

1. 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连锁超市和卖场的塑料袋收费执行效果很好。但不同地

区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一方面和调研样本选取的标准不同有关，另一方面

也显示经营规模一般的超市较经营规模大的超市更多地违反塑料袋收费的

规定。 

2. 集聚了很多品牌店的大商场塑料袋很少收费，管理较为困难。 

3. 个体经营店和集贸市场把塑料袋价格隐性化于所售商品价格的做法较多，表

现了政策对商品特点及商家情况估计不足，在不同的地区和场所，政策执行

强度不一致。但是根据全国调查的结果显示，也存在管理较系统，执行情况

较好的商家，如杭州。他们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4. 消费者尽管都知晓“限塑令”的存在，但对其规定的内容、执行的范围、收费

性质都缺乏准确地认识，更不知道该如何参与到政策的完善中。 

5. 消费者对于不用塑料袋是否带来不便的态度基本是完全分化的。说明塑料袋

替代是有希望的，但仍需努力推动更多的人养成新的购物习惯。 

6. 目前塑料袋再利用的主要方式是作为垃圾袋使用，说明其可利用的周期仍然

非常短暂。 

7. 白色污染中薄厚塑料袋所占的比例因调查地点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有些地

方薄塑料袋的比例相当高，有些地方厚塑料袋占的比重也很大，厚塑料袋仍

然是“白色污染”的一部分。 

(二) 对政府部门的建议  

1. 确定一个主体责任部门和相关责任人，保证和协调“限塑令”政策的实施；公

布这个部门与社会各界的联络方法和沟通渠道，既有利于公众参与又方便接

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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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这个主体责任部门牵头，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在充分吸纳利益相关方和公

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一个进一步落实“限塑令”的国家行动计划，其内容应

包含行动计划本身的时间范围，能够评价政策成效的指标体系以及相应的基

础值和目标值，为达到预计目标的必要资源配套，以及必要的步骤与时间安

排。 

3. 对塑料袋的薄厚问题进行研究，着重资源消耗、重复使用和“白色污染”贡献

率这三个变量的分析，以确定厚度是否是衡量塑料袋环保性的合理标准；在

此基础上，再引入如卫生标准和经济因素等进行分析，确定更合理和更有效

的塑料袋市场准入标准。 

4. 对于不容易将塑料袋有效商品化的商品零售场所，如个体经营商店、集贸市

场摊点等，明确它们在“有偿使用”制度实施上和连锁超市的差异，在进行更

深入的调研和试验后，制定出更具可行性的政策措施。 

5. 对于未认真执行政策的大型商场切实进行处罚，责令其立刻恢复塑料购物袋

有偿使用制度； 

6. 考虑在塑料袋价格中增加塑料袋使用的“环境成本”，从而适当提高塑料购物

袋售价以获得进一步的“减塑”效果。 

7. 以民间组织和市民团体的参与为基础，设立一些试验性的项目，探索“有偿

使用”制度外的其他“减塑”办法。 

8. 有关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政策执行情况，包括对“台账制度”的落实和监督。 

9. 长期不懈地进行宣传工作，切实提高民众的“减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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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政策效果调研报告 

——“限塑政策新进展与进一步完善”研讨会讨论稿 

 

何浩然*
 

 

摘要：塑料袋在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被广泛使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

环境问题。为减轻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商务部、发改委、工商总局共

同发布了《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并于 2008 年 6月 1日

开始执行。该政策规定所有商品零售场所必须对所提供的具有提携功能的塑料购

物袋进行收费，而不再允许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本研究采用“自然实验”的经

济学研究方法，通过在该政策执行前和执行后分别进行两次对应的大规模随机抽

样调查，试图对该政策对人们的塑料购物袋使用行为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和评

估。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该政策的实施促使塑料购物袋的使用量比政策前

锐减了近 50%，而实行该政策引发的塑料购物袋使用各方面行为的变化与其使用

量的减少有关。这些行为变化包括更有效的使用塑料袋，更多的重复利用塑料袋

以及更多的使用塑料袋的替代品。另外，本研究发现该政策的执行强度及其效果

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零售场所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环境政策，政策工具，塑料袋，垃圾，自然实验 

 

1. 研究背景 

自上世纪 80 年代被引入中国以来，作为商品零售商的促销手段，名义上免

费提供的塑料袋很快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被赋予了从带入所购物品到

带出生活垃圾等多方面的用途。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以塑料袋为主的

塑料垃圾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这些轻薄的塑料袋，从垃圾箱及垃圾

填埋场随风飘出，其造成的污染从陆地延伸至江河湖泊甚至海洋等水体。而填埋

在地下的塑料袋，据研究需要 500 到 1000 年才能完全腐烂降解，从而在很大程

度上降低了土地的质量并影响了农业生产。 

作为世界上塑料袋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中国现已成为对塑料袋使用采取

全国性限制政策的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禁止超薄塑料袋的生产和使用及免

费提供塑料袋，并提倡重新使用更为环保的布袋以及其他可重复利用的物品盛装

器具。自 2008 年 6 月 1 日起，一项由国家商务部、发改委和工商总局联合发布

的塑料袋限制政策《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开始实施。

该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全国范围内，向消费者提供零售服务的各类超市、商场、

                                                             
* 何浩然，经济学博士，供稿时就读于瑞典哥德堡大学经济系，现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

院。电子邮件：haoran.he@gmail.com。 

致谢：作者感谢 Peter Berck、Fredrik Carlsson、Michael Hanemann、Peter Martinsson、危结根和翁茜在本研

究的调查设计、数据分析及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富有价值的指正及建议。作者也感谢贵州大学和北京大学的

调查团队对数据收集全过程给予的支持；特别感谢瑞典海外发展署通过瑞典哥德堡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

对本文研究所给予的资金支持。作者文责自负。 
† 以下简称该《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为“塑料袋限制政策”或“限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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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贸市场等均不得再免费提供用于装盛消费者所购物品，具有提携功能的塑料

袋，但不包括基于卫生及食品安全目的，用于装盛散装生鲜食品、熟食、面食等

商品的塑料预包装袋。商品零售场所必须对塑料购物袋明码标价，并在商品价外

按不低于其经营成本的价格收取塑料购物袋价款，不得无偿提供或将塑料购物袋
*价款隐含在商品总价内合并收取。违反本办法的商品零售场所将被处以高额罚

款并予以曝光。 

在多大程度上这项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实行的环境政策能够改变人们的塑料

袋使用习惯进而减少对塑料袋的使用是本研究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本研究通过

在塑料袋限制政策执行前和执行后分别对作为塑料袋主要消费群体的购物者开

展调查，得以对该政策的效果进行清晰准确的评估。除了评估该政策对塑料袋使

用量的直接影响外，我们还试图了解与塑料袋使用量相关的其他塑料袋使用行

为，并对其进行系统性评估，诸如新塑料袋的使用效率，塑料袋的重复利用水平，

以及塑料袋替代品的使用水平等。弄清这些行为在塑料袋限制政策实行前后的变

化趋势及其程度，对于进一步理解和评估该政策的综合效果，以及政策下一步的

改进方向都是十分有益的。本调研报告以下部分的内容包括：第二部分介绍调研

方法；第三部分报告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第四部分进行简要的讨论。 

 

2. 调研方法 

为了能够对该限塑政策的效果进行清晰准确的评估，本研究将本政策的实施

作为一个经济学的自然实验来进行研究：通过运用分离样本设计方法，在该政策

实施之前和之后分别进行一次调查，以收集当时条件下所对应的相关数据。而为

了保证在政策执行前后的两次调查中得到具有可比性的数据，前后两次调查都是

以“打扰式调查”的方式在同样的地区，同样的超集市场及菜市场，同样比例的

工作日和节假日，以及同样的时间段内在样本超市及菜市场的出口处 

开展的。选择这两种类型市场的原因是它们是普通市民最为经常访问的两类

商品零售场所，因而其塑料袋消耗占到了全部塑料袋消耗的很大比例。另外，为

了让本研究的结果更具有代表性，我们的抽样程序将调查分配到发达和欠发达地

区的两个典型城市北京和贵阳；调查选取了各城市典型居民聚居区的普通市民最

为经常访问的两类市场的顾客群体；在工作日及节假日都开展了对应的调查；还

将一天中的调查平均分配到早晨、中午和下午三个时段从而覆盖了这两类市场所

有的主要购物时段。表 1 反映了我们调查的抽样分布情况。 

                                                             
* 本文后面的部分将“塑料购物袋”简称为“塑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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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一次调查是在政策实施前一个月左右的 2008 年四月底进行的，等

到那时才进行调查是为了让绝大部分人都已经了解到这个政策即将实施的消息；

而第二次调查是在政策实施四五个月后的十月和十一月进行的，我们再一次等到

了大多数人都已经习惯于这一政策所带来的变化的时候，从而能够在调查中观察

到已经趋于稳定的政策效果。调查的对象是在该超市或菜市场完成购物的顾客，

而每次调查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每个受访者当时的塑料袋使用行为以及其社会经

济信息。在调查中，我们构建了若干指标以对受访者塑料袋使用行为的各个方面

进行衡量，从而得以对这些行为的变化进行定量的比较分析。这些指标包括：第

一，塑料袋使用量用受访者所报告的每周塑料袋平均使用量进行衡量。选择每周

平均使用量是因为一周是普通市民工作和生活的一个自然周期，从而周与周之间

的塑料袋使用量会保持相对稳定而每周使用量又便于受访者计算。第二，是否使

用新塑料袋的选择用受访者在调查当次的购物后是否使用新塑料袋来盛装所购

物品来进行衡量。第三，我们称量了受访者在调查当次的购物后所使用的每个新

塑料袋盛装物品的重量，用以计算其新塑料袋所盛装的平均重量，从而衡量新塑

料袋的使用效率。第四，我们记录了受访者报告的其对塑料袋的重复利用比例和

被重复利用的塑料袋的平均利用次数，用以构建衡量塑料袋重复利用水平的实际

重复使用次数指标。第五，我们还记录了在调查当次的购物后，受访者未用塑料

袋盛装的所购物品的花费占本次购物总花费的比例，从而得以构建用以衡量塑料

袋替代品的使用水平的量化指标。通过收集相关信息并构建这一系列量化指标，

我们可以对塑料袋使用行为的各方面及其变化进行精确的衡量。 

 

3. 数据分析结果 

3.1 塑料袋使用行为在政策执行前后的差异 

由于在政策执行前后分别进行了调查，使我们能够对受调查人群的塑料袋使

用行为在限塑政策执行前后所发生的变化进行记录和分析。表 2 中所报告统计结

果显示，各项使用行为指标在政策执行前后均存在差异，而且所有指标的差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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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上均十分显著。 

 

受访者的每周平均新塑料袋使用个数从政策前的 21 个减少到了政策后的不

到 11 个，减少了将近 50%；实际重复使用塑料袋的次数从政策前的 0.75 次增加

到政策后的 1.3 次，增幅超过 70%；在单次购物后使用新塑料袋的受访者比例从

政策前的 98.7%锐减至政策后的 56.4%，即超过 40%的受访者从购物后使用新塑

料袋转变为不使用新塑料袋；购物后每个新塑料袋所盛装物品的平均重量从政策

前的 1.3 千克/袋增加到政策后的 1.9 千克/袋，增幅近 50%；而未用塑料袋盛装

物品的支出比例从政策前的不到 7%提高到政策后的超过 40%，增长了近 5 倍。

从以上这些指标所显示出的从政策执行前到执行后的塑料袋使用行为的变化，我

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限塑政策的实行对超市和菜市场的顾客使用塑料袋的行为

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该政策通过提高新塑料袋的使用效率，提高塑料袋的重复使

用水平，增加塑料袋替代品的使用比例，从而大幅度地减少了新塑料袋的使用量。 

另外，我们也取得了在贵阳开展调查的所有样本超市在 2007 和 2008 的两年

间各月的销售收入和两类塑料袋消耗量的“总体数据”*。从图 1 所示的所有贵

阳样本超市的加总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某些月份中表现出一定的波动，

超市的销售收入和免费提供的“连卷袋”消耗量的变动趋势在这 24 个月的时段

内，基本维持不变。然而，塑料购物袋的月消耗量在政策执行后的第一个月即出

现了大幅下降，而且塑料购物袋的月消耗量在政策执行前的 17 个月和政策执行

后的 7 个月都分别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根据图 1 中所有贵阳样本超市的

数据显示，从第一次调查对应的政策执行前的四月到第二次调查对应的政策执行

                                                             
* 总体数据是指该数据反映的是总体而非抽样样本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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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十月和十一月，塑料袋每月消耗量的减少幅度为 79%。而所对应的贵阳超市

调查数据显示出受访者在两次调查中塑料袋使用量的减少幅度为 75%，从而印证

了本研究调查结果的代表性。 

 

从表 2 显示的数据可以看到，在政策执行后，超市和菜市场塑料袋使用量的

整体降幅接近 50%；而据图 1 数据显示，该政策的执行使超市塑料袋使用量的降

幅达到了接近 80%。这表现出限塑政策在超市和菜市场之间存在不小的差别。经

过对调研数据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以下因素可能导致了超市顾客与菜市场顾

客之间使用塑料袋行为的差别：第一，超市所购物品的预包装一般显著优于菜市

场所购物品，故超市顾客对另外再使用塑料袋盛装物品的需求刚性比较小，而菜

市场中某些盛装商品的塑料袋实际上起到的是等同于超市“连卷袋”所起到的保

证卫生或食品安全的预包装作用。第二，由于超市和菜市场中的经营者所处的商

业竞争环境不同等多方面的原因，超市和以菜市场为代表的其他类型商店对限塑

政策的执行力度存在显著差别：根据政策后调查的数据显示，受访者报告的其经

常访问的超市执行收费政策的比例达到 98.6%，而包括菜市场在内的其他类型商

店执行收费政策的比例仅为 33.8%，而在所调查的样本菜市场中，受访者报告的

执行塑料袋收费政策的经营者的比例也仅为 34%。 

3.2 塑料袋使用行为的地区差异 

由于本研究的抽样调查被选择在位于我国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两个典型城

市进行，我们可以对两地区的购物者在塑料袋使用行为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进行

比较分析。如下表 3 所示，各项指标均显示出塑料袋使用的主要行为在两地区间

存在差异，尽管某些行为的差异在数量上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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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执行前后的整体数据显示，北京受访者的每周平均塑料袋使用个数为

10.3 个，显著低于贵阳受访者每周平均使用 16.7 个的水平；北京受访者的塑料

袋实际重复使用次数为 1.4 次，高于贵阳受访者重复使用 0.9 次的水平。至于在

调查当次的购物后，分别有 65.5%的北京受访者和 74.1%的贵阳受访者选择使用

了新塑料袋来盛装所购物品，而每个新塑料袋所盛装物品的平均重量在北京为

1.7 千克，高于贵阳的每个新塑料袋盛装 1.5 千克物品的水平。最后，用塑料袋

的替代品盛装所购物品的支出比例在北京和贵阳分别为 32.6%和 27.6%。所有关

于塑料袋使用行为的指标都显示出北京受访者对塑料购物袋的使用比贵阳受访

者更为环境友好。也就是说，北京人通过更有效率的使用新塑料袋，更多的重复

使用塑料袋，更多的使用塑料袋替代品等方式减少了其对塑料袋的消耗水平。北

京人与贵阳人在塑料袋使用行为上的整体差异可能与北京受访者较好的环境保

护意识以及该塑料袋限制政策在北京的宣传及执行力度较强有关。 

 

4. 调研结论 

本研究对塑料袋限制政策开展两阶段打扰式调查，对所得到数据进行比较分

析。研究结果显示，塑料袋使用行为在不同地区间存在差异。由于环保意识和政

策执行强度等因素的影响，北京人通过对塑料袋更有效的使用，更好的重复利用，

更多的使用塑料袋替代品，从而比贵阳人减少了近 40%的塑料袋使用量。限塑政

策的执行对人们的塑料袋使用各方面的行为均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具体来

说，政策的实施降低了人们选择新塑料袋来盛装所购物品的比例，提高了新塑料

袋的使用效率，增加了塑料袋的重复利用次数，增加了对更为环境友好的塑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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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品的使用。换句话说，该政策的实施，对于减少塑料袋垃圾对环境的负面影

响的确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然而，调查数据也表明，该政策及其执行情况仍

存在值得改进之处。 

第一，据调查数据显示，政策执行后塑料袋的重复利用次数增加了大约一倍。

而由于该政策大幅提高了对塑料袋厚度的要求，即不得低于 0.025 毫米，如果重

复利用次数的增长幅度低于塑料袋厚度的增加幅度，则设置塑料袋厚度下限实际

上增加了塑料袋垃圾的总量，而并没有起到减少环境污染的作用。 

第二，该政策的执行强度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商品零售场所间存在显著

差异，笔者认为这是导致政策效果产生差异的最重要原因。自 2008 年 6 月开始

实行塑料袋限制政策以来，对于该政策的贯彻保障正在逐渐下降，除超市以外的

其他商品零售场所重新开始免费提供塑料袋的情况正在不断增多。 

第三，由于在政策实行后塑料袋仍属于低值商品，在消费者逐渐消除对塑料

袋付费的反感情绪之后，对于塑料袋的消费有可能出现反弹。因此，效仿国际成

功经验，以该政策的执行为契机，长期不断加强对民众的宣传和教育是维持该政

策长期效果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为了便于比较容易的达成上述改进，笔者认为应当效仿国际上诸

如爱尔兰等国的成功限塑经验，通过直接开征塑料袋消费税的方式来保证限塑政

策在长期严格一致的执行力度，从而保证其长期的减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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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塑令”实施取得明显成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讯 

2009/08/26 

 

2007 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

知》（国办发[2007]72 号，以下简称《通知》），该政策被国内外媒体称为中国的

“限塑令”。《通知》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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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超薄塑料购物袋）；从 2008 年

6 月 1 日起，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要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

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限塑令”出台后，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和广大消费者的积极拥护，取

得了明显成效。与“限塑令”实施前相比，全国超市塑料袋使用量减少了 2/3 左

右，减少塑料消耗约 27 万吨，加上其他商品零售场所可减少塑料消耗 40-50 万

吨，每年可节约石油 240 万吨-300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760-960 万吨。 

“限塑令”颁布实施后，有关部门和各地积极贯彻落实，采取了一系列行之

有效的具体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及时修订产业政策，将超薄塑料购物袋列为淘

汰类产品，禁止在全国生产、销售和使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制定完

善相关管理规定，为“限塑”创造政策环境。海南省制定颁布了《海南经济特区

限制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规定》，率先以地方性法规形式明确

“限塑”要求。云南省进一步加大了“禁塑”力度，规定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

在全省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切塑料购物袋。杭州市大力推广纸袋、无

纺布袋等替代产品，举办环保袋设计大赛，制作了十万只环保袋，免费分发到学

校、社区、超市和农贸市场，对“限塑”工作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广大商家

积极响应，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标准采购销售塑料购物袋，并在显著位置张贴告

示，对塑料购物袋明码标价，实行有偿提供。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全社会的“限

塑”意识、环保意识、节约意识明显增强，出现了重拎布袋子、重提菜篮子，重

复使用耐用型塑料袋的可喜现象，形成了“少用塑料袋，共建绿色家园”的良好

氛围。 

为切实巩固“限塑”成果，推进“限塑”工作，7 月下旬，国家发展改革委

会同有关部委对全国各地的“限塑”情况进行了检查，将在总结各地经验基础上，

完善政策措施，进一步巩固限塑成果。

                                                             
* 本文刊登于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 http://www.sdpc.gov.cn/xwfb/t20090826_2979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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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家发改委资环司李静副司长的第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李静副司长： 

您好！我们是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的成员。这是一个由几位来自民间环保

组织和高校的关注“限塑令”的年轻人所组成的志愿者团体。小组的目标是研究限

塑政策，跟踪其实施情况及政策效果随时间发展的动态变化，进而希望为这项公

共环保政策的完善和有效施行做出一定的贡献。 

正因为一直关注“限塑令”，所以我们通过媒体资讯得到了关于您的信息，了

解到您以及您所领导的部门为这项环保政策的出台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这是让

我们每个小组成员都感到由衷敬佩的！谢谢你们！ 

与许多其他的公共政策一样，实施不到一年的“限塑令”肯定会存在一些问

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解决。如何让政策目标更为具体并具有可评价性，

措施更符合实际情况，从而对“限塑”产生更好的效果，这是我们小组目前最为关

心的。因此，此次给您致信的目的就是想向您反映我们的一些调研结果，表达我

们对“限塑令”所遇到的问题的看法，并期待有机会和您一同商榷改进政策措施的

可行办法。我们相信这一举动是公民积极参与环保工作的具体表现，也相信通过

政府和民间的更多交流，这项公共政策会得到更有效的实施。 

通过研究和观察，我们认为“限塑令”意义巨大，并取得了显著的环保成效。

这表现在：一）它起到了全国性的环保宣传作用，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了白色污

染的危害，也激发了个人承担环保责任的意识；二）它极大地促进了高质量塑料

袋的生产和销售；三）它用最小的成本让连锁超市和卖场在短时间内落实了塑料

袋商品化，有效传递了塑料袋有偿及造成环境污染的信息，因此显著影响了人们

的消费行为，很大程度地减少了这些商品零售场所的塑料袋使用量；四）通过强

调回收利用，它为治理塑料污染铺设了一条重要的未来政策之路。 

“限塑令”面临的实施困难也是有目共睹的，主要表现在政策所规定的目标和

措施未能和政策落实所需的资源相匹配，也不能在短期内根据政策效果做出相应

的解释和调整，因此产生了所谓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的现象。公众对政策法规严

肃性和有效性的信心因此被削弱，恐对将来公众对其他公共环保政策出台和施行

的信心造成不利的影响。我们发现的具体问题如下：一）对超薄塑料袋采取“禁

止”的办法显然大大超出了现实的承受程度；二）“有偿使用”制度对能够把塑料

袋有效商品化的零售场所，如连锁超市和卖场及大型购物商场来说是有效的，但

对于不能把塑料袋有效商品化的零售场所，如个体商店和集贸市场来说基本无

效，因此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或补充；三）政策没有对什么样的或在什么场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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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塑料袋算是预包装袋进行清楚的说明，从而也没有对将预包装袋用作商品提

携是否属于收费范围进行清楚的界定；四）全国各地、城乡之间对政策的反应和

执行有比较大的差异，目前的政策，以及它所要求的地方细则的制定尚未能充分

包含对这些差异的考虑；五）与“台账制度”和“回收利用”有关的政策措施似乎还

不太具体，或向社会说明得不够；六）总的来说，相比政策颁布和实施之初，“限

塑令”效果随时间趋于弱化，公众对于相关部门的政策执行情况或改善措施都缺

乏了解；七）公众对政策中的一些具体措施，特别是对“有偿使用”制度的实质是

将塑料袋价格显性化的认识不足，说明相关的解释宣传还不充分，因此不能更有

力地唤起人们对政策的支持。 

此外，我们对用薄厚度作为衡量塑料袋环保与否的标准也表示关注。一方面，

我们通过调研发现厚塑料袋也比较容易进入环境，进而成为“白色污染”的主要来

源之一。另一方面，厚塑料袋节约资源的效果也需要深入研究，因为越厚意味着

越多的资源使用，厚塑料袋因重复使用相对薄塑料袋的资源节约效果也不是很清

楚。同时我们对政策文本中一些强调鼓励替代品的语句也表示担心，因为据不同

材质包装材料的生命周期分析来看，许多非塑料材质的购物袋并不比塑料袋环

保。而现实中，“限塑令”已经意想不到地刺激了一些部门和单位滥发纸袋和布袋

（包括无纺布袋）的现象，这无疑增加了其他的不环保因素，也与“限塑令”的初

衷不相符。 

基于如上的一些思考，我们就如何完善“限塑令”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供您

参考，同时也期待更多人参与讨论。我们的建议如下：一）确定一个主体责任部

门和相关责任人，保证和协调“限塑令”政策的实施；公布这个部门与社会各界的

联络方法和沟通渠道，既有利于公众参与又方便接受社会监督；二）由这个主体

责任部门牵头，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在充分吸纳利益相关方和公众意见的基础上，

制定一个进一步落实“限塑令”的国家行动计划，其内容应包含行动计划本身的时

间范围，能够评价政策成效的指标体系以及相应的基础值和目标值，为达到预计

目标的必要资源配套，以及必要的步骤与时间安排；三）对塑料袋的薄厚问题进

行研究，着重资源消耗、重复使用和“白色污染”贡献率这三个变量的分析，以确

定厚度是否是衡量塑料袋环保性的合理标准；在此基础上，再引入如卫生标准和

经济因素等进行分析，确定更合理和更有效的塑料袋市场准入标准；四）对于不

容易将塑料袋有效商品化的商品零售场所，如个体经营商店、集贸市场摊点等，

明确它们在“有偿使用”制度实施上和连锁超市的差异，在进行更深入的调研和试

验后，制定出更具可行性的政策措施；五）对于未认真执行政策的大型商场切实

进行处罚，责令其立刻恢复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六）考虑并入塑料购物袋

使用的“环境成本”，从而适当提高塑料购物袋售价以获得进一步的“减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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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以民间组织和市民团体的参与为基础，设立一些试验性的项目，探索“有偿

使用”制度外的其他“减塑”办法；八）有关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政策执行情况，

包括对“台账制度”的落实和监督；九）长期不懈地进行宣传工作，切实提高民众

的“减塑”意识。 

如上这些看法和建议基本都反映在我们的调研报告或分析文章之中，我们将

这些文件随这封信一起递交给您。其中的一些调研数据是我们获得的关于现实情

况的第一手信息，相信能够为政策完善提供一定的依据。从我们的分析文章中您

或许也能看到我们不成熟或错误的评论，望您能见谅。我们期盼着在交流中向您

学习，取得更大的进步。 

围绕着“限塑令”的实施，我们将在今年剩余的时间里做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新

努力：一）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合作；二）在全国其他六个城市开展与

去年在北京所做过的类似的调研活动；三）对政策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评估；四）

争取在今年九月举办一个旨在完善“限塑令”的多方研讨会，为政府提供更切实可

行的政策建议。 

我们将会把活动的信息和调研结果继续反馈给您，也希望得到您的回应。我

们也期待您或您的同事能在九月份参加我们的研讨会，让各方能够直接地听取决

策部门的意见，把握政策实施的方向。 

如果您或您的助手阅读了此信，希望能给我们一个回复。同时，我们非常希

望在建立了相互联系后，能和您或您领导的工作人员进行进一步的交流，敬请您

给予积极的考虑。我们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子邮件：pbpresearch@gmail.com, 博客：http://napbp.blog.sohu.com/
*。 

 

祝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 

成员：毛达（北京师范大学），池田武（Bridge Asia Japan） 

周瑾艳（伯尔基金会），王香奕（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 

魏杰（北京师范大学），梁晓宁（环保志愿者），何浩然（瑞典哥德堡大学） 

 

2009 年 5 月 11 日

                                                             
* 现已整体搬迁至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package2011，新浪微博 http://t.sina.com.cn/package2011。 

mailto:pbpresearch@gmail.com
http://napbp.blog.sohu.com/
http://blog.sina.com.cn/package2011
http://t.sina.com.cn/package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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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家发改委资环司李静副司长的第二封公开信 

 

尊敬的李静副司长： 

您好！ 

时间过得很快，距我们小组的代表与您第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九个月了。记得

那是 2009 年 5 月 22 日，您和我们的代表都受邀参加了由搜狐绿色、北京地球村、

中外对话主办的“别拿„限塑令‟不当回事”的论坛。当时，我们除聆听了您对“限塑

令”的权威见解外，也向您递交了我们的调研报告，以及对政策的一些粗浅意见

和建议。令我们感到高兴和鼓舞的是，这一行动得到了您的赞许和积极回应。 

在那次活动中，我们还邀请您参加我们计划组织的一场关于六个城市“限塑

令”实施情况调查的发布研讨活动，目的是请您和各界朋友一道，回顾限塑政策

的得与失，并就政策的改善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如今，这个题为“限塑政策的

新进展与进一步完善”的多方研讨会已于 2009 年 11 月 6 日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如愿邀请到您参加此次活动，但从研讨会的过程和

效果看，它比较好地反映了当前我国一些城市“限塑令”的执行情况，以及与会各

方，包括环保专家、民间环保团体、环境记者和其他普通公民对政策的见解和建

议。因此，我们决定再次向您致函，反映这个活动的一些信息和成果。 

这次研讨会的内容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由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及其伙

伴组织联合发布全国六个城市的“限塑令”调研结果；二是由两位限塑政策的研究

者分析“限塑令”存在的问题；三是征求参会人员的政策建议，准备反映给政府部

门。现在，我们已将这三方面的内容编辑成一些文件、文章，随此信一同递交给

您。 

综合研讨会反映出来的许多信息，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限塑令”的施行获

得了巨大的成效。正如贵司在 2009 年 8 月发布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全国范围

内，塑料袋的整体使用量大幅下降，为节约资源和减缓白色污染做出了很大的贡

献。而且，经过一年的努力，规模经营的商品零售场所大部分都已按照国家规定

对塑料袋进行收费，消费者也普遍认可并配合这些零售场所的举措。企业和公民

的环保意识和行动力都因而得到一定的提升。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已有的成就

显然是在政策资源配套比较有限的情况下达到的，其“投入产出比”高的原因应该

得到一定的总结，进而为更多的公共政策所借鉴。此外，在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

下，各地政府责任部门针对“限塑令”进行了一些专项检查、督查。这些行动不仅

在短期内取得了一些效果，而且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政策实施的难度和一些调

整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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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也认为“限塑令”仍存在的一些突出的问题，有待解决。首先，塑料袋

用量下降主要发生在能够对塑料袋进行单独标价、分开计收的商品零售场所，例

如连锁超市和卖场中。相关调研发现，对比 2008 年的情况，这些商品零售场所

的“限塑令”执行率都有所下降，顾客的塑料袋购买率却有不少的上升。所以，政

策生效之初产生的巨大“减塑”效果有减退的迹象。第二，在其他商品零售场所，

不仅对“有偿使用”规定的执行度很低，而且已被禁止的超薄塑料袋仍然泛滥。因

此，与会者和许多公众都不认为“限塑令”在整体上已达到其预设目标，政府在“限

塑令”的落实上还需要做很多工作。第三，各方对政策的执行力普遍感到非常失

望。对于这个问题，一些与会者认为这是有关部门不够尽职所致，也有人认为需

要从政策本身的合理性以及它所拥有的执行资源的角度去考虑，因为有限的资源

投入显然不能保证所有政策规定都能得到很好的执行。第四，政策在一些关键问

题的解释上存在疑问，社会各方对政策的混乱理解显然不利于其顺利的执行。例

如，用厚度规定塑料袋是否环保还没有很充分的调研依据；塑料袋收费是否给消

费者带来了经济负担，商家是否因收费获利这样的争议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澄

清；一些工商执法人员对哪些商家可以成为处罚的对象还不太清楚。五、政策在

鼓励回收利用方面几乎没有具体措施，因而未能按其本身所要求的，“切实减少

被混入垃圾焚烧或填埋的废塑料数量”。 

鉴于以上这些问题，与会者同样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政策完善建议。例如：

政策应该由国务院办公厅统一协调；政策应该根据消费者、商家的反应进行调整；

应该制定更多的细则，如塑料袋规格、标识等，便于执法人员履行职责；应该限

制所有的一次性购物袋；政策应该基于市场原则，而且应该把目标和手段明确表

达；政策应该有相应的资源匹配，等等。 

我们小组非常认同以上这些建议，并补充认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存在如上一

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仍然是公众参与的程度不够，所以才会产生诸如政策规定设

置不合理，执法部门缺乏工作动力和压力，一些公众不能理解政策意义等情况。

因此，如何保证公民，以及其他一切相关利益方的参与是政策进一步改善的重中

之重。 

眼下，正值 2010 年全国两会正在召开，全国人民都在关注国家大计之际，

相信包括“限塑令”在内的环保问题仍将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乃至更多普通

公民热议的话题。我们期望我们的一点点工作能够得到您和政府相关部门的继续

关注，对政策的改善有所帮助。同时，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还将继续调查研究，

努力实践，争取为“限塑令”的改善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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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工作顺利，新年进步！ 

 

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 

成员：毛达、王香奕、梁晓宁、魏杰 

 何浩然、汪晓娟、张伯驹、杨纬和 

 

2010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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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包装物环境政策涌动之年*
 

 

毛达 杨纬和†
 

 

摘要：2010 年是我国包装物环境政策的涌动之年。这一年，“限塑令”的责任

部门仍在采取一些措施，力图提高其执行效果；民间团体也在坚持调研，努力为

各方提供行动依据。这一年夏末也发生了一场关于是否应该解禁发泡餐盒的争

论。无论是支持方还是反对方都通过各种媒体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他们的意见，为

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多方面的参考。对过度包装的立法管理也从这一年开

始。但根据民间团体的调查，已经出台的政策文件有继续修改完善的空间，而且

配套法规也急需跟上。相信在以上政策不断向前推进的形势下，关于我国综合性

包装物环境政策的提议和讨论应该为时不远。 

关键词：包装物 环境政策 限塑令 发泡餐盒 过度包装 

 

2010: An Energetic Year for Packaging Environmental Policies 

 

Mao Da & Yang Weihe 

 

Abstract: 2010 is an energetic year for the packaging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China.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for the Plastic Bag Restriction 

Policy are still making efforts to promote its implementation, while the civil society 

groups also keep tracing and reporting its effectiveness. In late summer this year, there 

occurred an open debate on whether the 9-year-old ban on PS disposable food 

container should be lifted. Both the proponents and opponents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via different media channels, which provided good reference to the policy 

makers. The policy coping with excessive packaging also set off this year.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observation by civil society groups, there is still some room for 

amendment and some follow-up policies should take effect as soon as possible. In 

sum, with the positive progress made this year, the proposal and discussion of an 

integrated packag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China is not far away. 

Key Words: Packag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Plastic Bag Restriction Policy; PS 

Food Container; Excessive Packaging 

                                                             
* 本文刊登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4 月出版的《中国环境发展报告 2011》第 226 页。 
† 毛达，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理事，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成员，

自然之友会员；杨纬和：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废弃物管理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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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物”除指一般商品的内外包装外，还包括购物袋和一次性餐盒。2010

年，围绕着包装物的环境问题，有三项新旧政策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

政策包括“限塑令”、发泡餐盒禁令，以及限制过度包装的法规。通过回顾一年中

这些政策的走向，可以大致了解我国包装物环境政策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一．艰难前行的“限塑令” 

2008 年 6 月，俗称“限塑令”的塑料购物袋限制政策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正

式实施，政策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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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超薄袋”），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

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两年多来，“限塑令”始终维持其最初设定的管理对

象、措施及目标，未曾针对现实执行情况做出任何调整。 

从社会的现实反应来看，“限塑令”的一些条款从一开始实施就陷入执行难的

困境。最突出的两个问题是超薄袋一直泛滥，农贸市场和个体商贩普遍不对塑料

购物袋收费。2009 年初，责任部门开始采取措施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其主要方

式是加强督查和监管，如由各地工商部门出动大批执法人员，检查市场中的限塑

政策执行情况，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治或处罚。 

然而对于“限塑令”的执行情况和效果，自 2009 年 8 月以来，责任部门一直

未正式公布过任何信息，公众只能从自己的生活中体会政策的影响。在权威调查

和信息发布缺乏的情况下，一些限塑政策的民间关注者坚持调研，并将结果反馈

给政策的制定者和广大公众。 

据北京市朝阳区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环友科技）和其他三个城市的民间

环保组织*在 2010 年夏天所做的联合调查，“限塑令”的执行效力和效果呈现出如

下几个特点：一、连锁超市或卖场基本保持比较高的塑料袋收费执行率（杭州、

郑州、哈尔滨三座城市的平均执行率在六成以上），但是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二、

连锁超市或卖场以外的零售商收费执行率依旧很低，其原因并非只是“政策的执

行或监督力度不够”，零售商位置分散、缺乏协调、塑料袋价格低廉等多种原因

共同导致了现在的局面；三、两年来，消费者的购物袋使用行为发生了积极的变

化，四成消费者在购物时自带购物袋；四、连锁超市或卖场在塑料购物袋标识上

比其他零售场所更为规范，间接说明后者的塑料购物袋厚度薄、成本低。 

虽然“限塑令”的责任部门与公众的沟通不够，但他们仍在采取措施，力图改

善政策的执行情况。2010 年 6 月 1 日，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组

织对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工作进行自查的通知》（发改环资[2010]1185

号），要求各地部门加强“限塑令”的执行力度。随后，中央电视台在“限塑令”制

                                                             
* 即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哈尔滨绿色龙江以及自然之友河南小组（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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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部门的支持下，对不合格塑料袋、特别是超薄塑料袋的生产和流通进行了明察

暗访，并通过《每周质量报告》（7 月 25 日）栏目予以曝光，帮助公众充分认识

不合格塑料袋给法治、健康、环境带来的危害，为新一轮整治工作创造舆论氛围。

与此同时，各地工商部门奖惩手段并举，试图重点改善农贸市场等薄弱环节的限

塑效果。例如，柳州市物价部门将限塑工作纳入示范街诚信的评比中；*北京市

朝阳区工商局与农贸市场主办方采取签订责任书、发起倡议、免费发放环保袋、

设置塑料购物袋专卖柜台等多种形式，增强工作效果，还准备对拒不落实、屡教

不改的市场，予以立案处罚。†
 

民间限塑关注团体也同时开展了一些活动，推动限塑政策。例如，在“限塑

令”实施满两周年之际（2010 年 6 月 3 日），邀请台湾地区的环保专家座谈两岸

和世界各地的限塑经验；编写《“限塑令”问答》，普及限塑政策知识；召开调研

报告发布会，向各界介绍政策的成效和不足。综合这些活动所传递的信息，有两

方面主张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结束政策“一刀切”、“大而全”的局面，先将重点放

在最有条件执行的部门，如连锁超市或卖场，及大型购物商场，保证这些商家的

执行度，遏止效力减退的趋势；对目前难以解决的问题，如超薄袋和农贸市场收

费，考虑给予一定的豁免或寻找“强制执行”以外的其他措施。二是实施动态和参

与式管理，即责任部门需跟踪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充分听取利益相关方

的意见，根据特定时期的执行条件制定针对性的限塑目标，并对照执行情况和实

施效果调整政策措施。 

 

二．发泡餐盒解禁风波 

相比“限塑令”在公共舆论中的相对沉寂，2010 年夏末发生的“发泡餐盒解禁

风波”引起了人们更多的注意。 

2010 年 8 月 24 日，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与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在北京

联合召开发布会，呼吁人们正确认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宣称发泡餐盒是“典

型的绿色产品”。与会专家解释说，一次性发泡餐具不仅无毒无害，而且可以回

收利用，2001 年国家出台的《关于餐饮行业停止使用一次性发泡餐盒的通知》

禁止其生产、销售和使用是很可惜的。 

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各方哗然。在人们心目中，发泡餐盒与塑料袋一直是

环保的大敌、“白色污染”的代名词，将其称为“典型的绿色产品”和此前的一般认

知相差甚远。 

                                                             
* 《柳州“限塑令”融入示范街和价格诚信评选长效管理》，柳州日报，2010-10-25，

http://pic.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01025/newgx4cc53e3b-3355628.shtml。 
† 蔺丽爽：《农贸市场“限塑”不力将被立案处罚》，北京青年报，2010-10-22，

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7029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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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知名网络媒体腾讯绿色很快针对此事件推出了三期关于发泡餐盒应否

解禁的专题报道，用问答的方式，展现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观点。第一期便是陈述

“解禁派”支持发泡餐盒的具体意见，要点如下：一、合格发泡餐盒的原料是聚苯

乙烯，它在 70 摄氏度以下是安全无害的，而一般外送食品都低于此温度，因此

是安全的；二、合格发泡餐盒可以被回收利用，焚烧也不会产生二恶英，而其替

代品（主要指易降解餐具）实际不环保；三、已经存在如上海“三分钱”工程那样

的回收成功案例，实际的回收不是问题，不会产生污染；四、发泡餐盒价格便宜，

能很好地满足消费需求，具有强大市场生命力，实际上也普遍存在。正因如此，

政府当年禁令出台得过于仓促，而且理由不足。*
 

第二期邀请的是反对解禁的代表人物，包装物领域的专家董金狮，他认为“泡

沫餐盒一旦解禁，将是一场环境灾难”。董金狮在接受采访时，肯定了“解禁派”

的一些观点，如合格发泡餐盒的物理化学特性，上海“三分钱”回收体系的意义，

以及当年禁令出台的仓促性。但对于现在恢复发泡餐盒的合理性，他表示极度担

忧，因为支持者没有充分考虑环境和健康的风险，而且现有的体系已足够满足餐

具使用的需要。在环境风险方面，董金狮认为目前的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解禁派”

想象的那样能充分回收发泡餐盒，一旦这些垃圾无处可去，污染势必加剧。在健

康风险方面，劣质材料大量存在、苯乙烯单体残留、有毒物在高温下溶出都是对

消费者的威胁。他还认为，目前合格塑料材质的餐具市场已经非常成熟，比当年

出台禁令的时候要好得多，没有必要让发泡餐盒再次获得市场机会。更重要的是，

在将近 10 年的时间里，禁令的确使发泡餐盒垃圾大大减少，一定程度缓解了白

色污染；如果轻易解禁，又没有充足的理由，这对政府及公共政策的威信将造成

很大伤害。此外，董金狮非常反对“解禁派”将发泡餐具自封为“绿色产品”，因为

按照我国绿色产品的定义，发泡餐盒没有哪一点能证明其“绿色”。†
 

第三期主要反映的是塑料餐具回收业者和民间环保组织的声音。回收业者从

实践角度肯定了董金狮对于回收是否有效的担忧，而民间环保组织则从社会环保

共识及公众参与的角度批评解禁的主张，他们认为，不管发泡餐盒本身是否无毒

无害，作为一次性用品，从节约资源的角度看，本身就应该得到限制，而不是大

张旗鼓的鼓励，“解禁派”的“绿色宣传”与目前公众的环境意识相去甚远；此外，

一种产品是否该禁或解禁，不能只听个别行业协会或个别专家的意见，政府应保

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并引入公众的参与和监督。‡与此同时，环友科技、自然之

                                                             
* 《行业协会呼吁解禁泡沫餐盒：无毒无害绿色低碳》，腾讯绿问，2010 年第 04 期，

http://news.qq.com/zt2010/whitetrash/index.htm。 
† 《董金狮：泡沫餐盒一旦解禁将是一场环境灾难》，腾讯绿问，2010 年第 05 期，

http://news.qq.com/zt2010/whitetrash2/。 
‡ 《环保组织集体回应：解禁塑料餐盒是场闹剧》，腾讯绿问，2010 年第 06 期，

http://news.qq.com/zt2010/whitetrash3/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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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等 14 家环保组织还同时向媒体发布了一封公开信，主张

减少使用所有一次性餐具才是真正的“绿色”行为。*
 

尽管各方对解禁发泡餐盒持非常不同的观点，但他们都承认 2001 年出台的

禁令在管理上显得过于粗放。禁令一出，发泡餐盒在法律意义上就不应该在社会

中存在，这种“零容忍”的目标与社会实际的接受度相差很远，不仅导致大面积“违

法”现象的产生，还削弱了合格发泡餐盒生产和回收企业的积极性，致使实际产

生的污染问题得不到有效应对。现如今，2010 年国家发改委关于《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征求意见稿中已经将发泡餐盒从淘汰类产品名单中去除，可见政府

已经有调整政策的迹象。但是，如果不考虑已经变化了的餐具市场的实际情况以

及绿色餐饮的潮流，粗放地解禁恐怕会和当年粗放地禁止一样，对社会和环境造

成负面冲击。面对普遍存在的“非法产品”，调整其“合法性”是一种值得讨论的补

救措施，但相关部门更需对餐饮业的废弃物管理，包括餐厨垃圾、一次性餐具以

及其他包装物的减量和回收进行整体的考虑，在合理的餐饮需求与健康和环保之

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三．“过度包装”开始立法管理 

2010 年，继塑料购物袋和发泡餐盒后，过度包装也被纳入环境和资源立法

管理的范围。4 月 1 日，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GB23350-2009）（以下

称简称《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对所有食品和化妆品商品的包装作了限制，

规定包装层数不得超过 3 层，包装空隙率不得超过 60%，除初始包装之外的所有

包装成本的总和不得超过商品销售价格的 20%，并根据商品的类别不同而有所区

别。根据同时实施的《食品和化妆品包装计量检验规则》（JJF 1244-2010），以上

3 个限制性指标中，任意 1 个超过要求即为“过度包装”。 

此标准的出台意义重大，因为长期以来许多商品的包装体积过大、耗材过多、

成本过高、装潢过于华丽，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了保护、储存和标识宣传商品的需

要，被人们称作过度包装。过度包装一方面会导致资源浪费并对环境造成危害，

另一方面会增加消费者的经济负担，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甚至对消费者造成误导

和欺骗，的确存在进行治理的必要性。在此次《标准》发布之前，国家质检总局

曾在 2005 年发布《月饼》国家标准（GB19855-2005），首次对月饼包装的成本

和空隙率做了限制。而新的标准则更加全面，不仅覆盖了所有食品和化妆品，而

且在定义“过度包装”上使用了更多的参数，显得更为严密。 

然而，正如很多环保人士所观察到的，政府治理过度包装的“第一拳”出得似

                                                             
* 《环保 NGO 集体回应：反对“解禁一次性发泡餐具”》，腾讯绿色，http://news.qq.com/a/20100902/0017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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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并不是那么漂亮。首先，《标准》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是它没有关于包装材质

和结构方面的要求，而许多包装的材质虽然用量少，但种类和结构过于复杂，同

样不利于回收利用；二是关于包装成本占商品销售价格比例的规定缺乏可操作

性，因为消费者和执法人员很难确定商品包装的成本是多少。*其次，由于《限

制商品过度包装条例》没有出台，即使包装物存在超标现象，也没有法律依据对

其进行规范管理。而实际早在 2008 年 6 月，商务部商贸服务管理司司长邸建凯

曾向媒体透露，国务院法制办正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订《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条

例》†。令人诧异的是，时过两年，《标准》已然出台，管理规章却仍然还在制定

当中。 

尽管存在一些缺陷，《标准》的生效意味着国家对过度包装的立法管理已经

开始。它一方面可以促使相关部门尽快出台配套法规，如《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条

例》，另一方面也为公众参与提供了依据。2010 年中秋节前，环友科技的包装物

项目工作组就参照《标准》，对北京市的月饼包装进行了一次调查，并对政策改

善提出了一些意见。 

他们通过两所学校，共收集到一千多个月饼包装，然后根据《标准》的要求，

严格筛选出可以进行检测的样本总量共 300 个。经过严格的测量和计算，他们得

出如下几点结论：一、稻香村、宫颐府等 6 个专业糕点品牌的月饼盒数量占样本

总量 48%，说明在限制月饼过度包装的工作中，优先做好大品牌的工作，可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月饼礼盒中附带的一次性塑料刀叉鲜有被拆封使用，说明

这些附属品对于食用月饼来说并不是必需的，应该鼓励商家根据顾客的需求提

供；三、所有样本的包装层数都小于国家规定的最高 3 层，说明在这一环节，月

饼包装多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但反过来也显示相关标准可能定得过于宽松；四、

40%的样本空隙率超过了 60%这一最大容许值，成为过度包装；五、平均而言，

月饼包装材料的质量是月饼质量的 1.5 倍以上，其中 95%以上的包装材料是非必

需的，因此月饼包装对自然资源的浪费是比较严重的；六、因为月饼盒的包装材

料非常复杂，多种材料混杂在一起，废物回收商不愿意回收月饼盒，说明的确有

必要在《标准》中补充材质方面的规定。 

以上的民间调查不仅揭示了在有标准参照之下过度包装现象的程度，也折射

出相对于现实情况政策本身的合理程度。民间调查者在为完善《标准》提供事实

依据的同时，也呼吁相关的管理条例须尽快出台，否则《标准》将失去意义。虽

然民间调查的范围和深度有限，但如果有更多类似的公众参与行动，有关过度包

                                                             
* 《环保专家：警惕月饼过度包装带来三大隐患》，新华社，2010-9-19，

http://www.gov.cn/fwxx/sh/2010-09/19/content_1705574.htm。 
† 《商务部：<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条例>正在抓紧制订》，新华社，2008-8-26，

http://www.gov.cn/jrzg/2008-08/26/content_10797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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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的环境政策可能会进展得更快，更贴近实际。 

 

从近两年来公共舆论的话语分析来看，“包装物”远不及“垃圾问题”来的热

闹。但许多人已经渐渐意识到，包装物环境管理正是解决垃圾问题的重要一环，

制定合理的包装物环境政策，并配以相应的资源来落实它，是“前移垃圾治理”

的手段之一。反过来考虑，也正因为包装物的环境后果——垃圾问题在近年来得

到了社会极大的关注，曾经被孤立的包装物环境政策才有了走向深入、互相整合，

并与其他环境问题发生关联的动力。 

“限塑令”和一次性餐具遇到的执行瓶颈一方面说明政策目标与实际有差距，

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专门类别的包装物或包装材质进行单独治理的行政成本很高，

有必要将所有包装物和包装材质视作一个整体，采取统一的原则和战略进行管

理。种种“禁令”的失效也意味着禁止或限制只是包装物管理的一部分，需要和废

弃物循环利用的政策一起考虑。目前的一些包装物政策虽有提及循环利用方面的

内容，但并没有真正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促进回收利用的政策相联系。既然

这一缺陷已经显现，那么相关的改善措施应该会慢慢出现。此外，无论是限制过

度包装还是限制某些包装物，既有的政策都没有明确生产者或包装提供者的责

任，而这正是《循环经济促进法》所预留的政策空间，形势的发展将推动这一空

间得到尽快填补。 

2010 年，包装物环境政策虽然还处于分散、孤立和欠缺明显成效的状态，

但其各自的发展已经涌动出深入改革的需要，相信关于我国综合性包装物环境政

策的提议和讨论已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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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商品零售场所“限塑令”执行情况调研报告 

 

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2010 年 12 月 北京 

 

1. 研究背景 

塑料购物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进入中国以来，因其便携性和低成本，很快

取代了我国民众长期使用的菜篮子，渗透进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由

于过度使用和管理不善，大量的塑料袋被随意丢弃，影响生活环境的整洁与美观。

而且，塑料袋被填埋后无法降解，影响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非

常严重的危害。为此，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7 年 12 月 31 日发布了《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后被称为“限塑令”），规定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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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禁止生

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塑料购物袋，这一政策已于 2008 年 6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 

为了研究社会各界对“限塑令”的态度以及“限塑令”的实际执行效力，民间限

塑政策研究小组于 2008 年至 2009 年的两年间，在北京、杭州、兰州、哈尔滨、

成都、郑州和广州 7 个城市中，各开展了一次针对商品零售场所（以下也称“零

售商”）的“限塑令”执行效力调研。结果显示，不同地区和场所的商家对收费的

执行力度存在明显差异，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连锁超市和卖场的塑料袋收费执行

效果很好，而个体经营店、集聚了很多独立零售单位的商场和集贸市场则执行很

差，管理也较为困难，这些现象说明政策对市场上的商品特点及商家情况估计不

足*。 

现在，“限塑令”已正式实施两年多，且距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上一次调研

已过去一年，为了了解“限塑令”实施两年后的零售商执行状况，环友科学技术研

究中心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完善调研方法，与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哈尔滨绿

色龙江以及自然之友河南小组（郑州）等 3 家民间环保组织合作，在它们各自所

在城市开展了新一轮的“限塑令”执行效力调研，力图揭示“限塑令”取得的效果和

存在的问题，为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首先根据零售商的性质将其分为连锁超市和其他商家两大类，其他商家包括

                                                             
* 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 限塑政策六城市调研报告.//自然之友. 中国环境发展报告 2010.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0: 361-369. 



第三章 包装物环境政策涌动的 2010 年 

81 

商场、农贸市场和批发市场中独立的商户，以及各种小型非连锁超市、小卖

部、菜摊、服装店、杂货铺等。 

2.2 综合考虑调查的科学性和实际的调查资源，选定所在城市的代表区域，在选

定的区域内随机选择一定量的连锁超市作为调查对象，并在超市周边随机选

取一定量的其他零售商作为调查对象。 

2.3 设计并制定一份针对零售商的限塑执行状况调查表，内容主要包括零售商对

塑料购物袋收费的力度及其原因，消费者对收费的应对措施，以及塑料购物

袋的具体特征等。 

2.4 在 2010 年 7 月至 10 月，调查员根据确定的零售商名单，对每个商家进行观

察和采访，并填写调查表，每个商家完成 1 份调查表。 

2.5 使用 Excel 和 SPSS 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 

 

3. 结果和讨论 

3.1 零售商对塑料购物袋“收费”的执行 

杭州、哈尔滨和郑州三个城市中，对塑料购物袋收费的连锁超市的比例为

63.0%，其中杭州市的收费比例最高，达 91%，郑州市最低，为 56.5%（图 1）。

较于 2009 年，2010 年三城市中对塑料购物袋收费的连锁超市的比例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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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杭州（N=32）、哈尔滨（N=11）、郑州（N=138）三城市对塑料购物袋收费

的连锁超市的比例，“全部”为三地超市样本的合计值（N=181） 

 

在连锁超市以外的零售场所，对塑料购物袋收费的商家比例仅占 26.3%，其

中比例最高的哈尔滨市为 29.9%，最低的郑州市仅 22.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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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杭州（N=233）、哈尔滨（N=157）、郑州（N=340）三城市对塑料购物袋收

费的连锁超市以外的商家比例，“全部”为三地商家样本的合计值（N=730）。 

 

在对塑料购物袋收费的零售场所，商家大多采取口头方式通知消费者，而较

少使用宣传物进行通知。其出售的塑料购物袋价格一般在 0.1－0.5 元之间。 

关于零售商对塑料购物袋收费的原因，表示“响应政策要求”和“来自监管部

门的压力”的各占四成左右，为“降低经营成本、赚取额外收入”的占一成，为了“遵

守公司规定”、“提倡环保”等其他原因的占一成左右。关于商家不对塑料购物袋

收费的原因，担心“收费会影响生意”的约占三成，认为“塑料袋不值钱”的占二成，

持“不知道„限塑令‟”、“没有人/单位监督”、“所售商品在政策的豁免范围之内（如

散装生鲜食品）”或“供货商或公司规定”理由的商家各占一成左右。 

“限塑令”自实施以来，连锁超市一直作为政策有效的代表而频现报端，但此

次调研结果显示，连锁超市对塑料购物袋收费的比例正在下降，“限塑令”的效力

正在下滑。在目前行政资源有限，零售商点多面广的情况下，“限塑令”管理部门

宜以连锁超市为工作重点，遏止既有成果丧失，努力使这一部分商家的收费执行

率和减塑效果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 

集中于商场和集贸市场中的各种独立零售单位，以及小型非连锁超市、小卖

部、杂货铺等其他零售单位，对塑料购物袋收费的比例仅为 26.3%。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这些零售场所的商品结帐和打包几乎都是独立的，在激烈竞争和缺乏

协调的情况下，各零售单位为了在生意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基本都会选择免费

提供成本低廉的塑料购物袋，最大限度地不“得罪”顾客。而舆论通常所认为的“政

府部门监管力度不够”等原因可能是次要的。因此，对于连锁超市以外的零售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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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限塑执行难的问题，相关部门需要转变思路，不宜将惩罚性监管作为首要途径，

而应首先考虑为商家执行塑料袋收费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包括调整商家之间的

竞争关系，控制塑料购物袋的供应链条，通过征收税费等途径提高零售商使用塑

料购物袋的成本，综合提高此类商家对“收费”的执行力度。 

3.2 消费者对塑料购物袋收费的应对措施 

在应对塑料购物袋收费时，八成多的消费者会选择购买，虽然其中少部分人

会有所抱怨；有一成左右的消费者会坚持不购买而离开；选择投诉的消费者则非

常少。当消费者坚持投诉或者离开时，坚持收费和放弃收费的商家比例各占一半

左右，但前者比后者略多。 

在连锁超市中，43.7%的消费者没有自带购物袋而全部购买或索取新的塑料

购物袋，43.7%的消费者会在自带购物袋不足的情况下购买或索取新购物袋，全

部使用自带购物袋的消费者占 2.2%，另有 2.2%的消费者会滥用手撕袋等政策豁

免的购物袋。而在超市以外的零售场所，以上四种情况所占比例分别为 41.2%、

36.4%、4.4%和 9.9%（图 3）。 

 

图 3 在杭州、哈尔滨和郑州的连锁超市（N=181）和其他零售场所（N=730），

消费者使用购物袋的情况。 

 

上述结果说明，“限塑令”实施两年来，消费者的购物袋使用行为发生了积极

的变化，“限塑令”实施前，消费者购物几乎全都使用商家免费提供的新塑料购物

袋，而现在，仅有四成消费者完全使用新的塑料购物袋，另有四成左右的消费者

会自带购物袋，并在自带不足的情况下使用新购物袋。社会各部门需要持续通过

教育、经济等手段将“限塑令”的目的、效果传达给消费者，影响他们的环境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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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观，并最终改变其购物袋使用行为。 

3.3 塑料购物袋的特征 

根据《塑料购物袋的环保、安全和标识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

（GB21660-2008），塑料购物袋应该对其名称、依据的标准编号、规格尺寸、公

称承重、组成成分和生产厂家进行明确标识，并应有环保声明和安全声明。调查

结果显示，13.3%的连锁超市提供的塑料购物袋上无任何标识，28.8%的其他零

售商提供的塑料购物袋上无任何标识，是连锁超市的 2.17 倍。国家标准中规定

的 8 项主要标识项目在连锁超市提供的塑料购物袋上出现的比例均比其他零售

商高，除了上述 8 个标识项目，塑料购物袋上出现的其他内容主要还有广告和零

售商的名称（图 4）。以上数据反映出连锁超市使用的符合标识国家标准的塑料

购物袋比其他零售场所更多。由于塑料薄膜的印刷有最低厚度的要求，以上结果

也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超市使用的塑料购物袋厚度比其他零售场所高，并且间

接说明后者的塑料购物袋成本更低，不利于单独计价，这也是影响“收费”效果的

因素之一。 

 

图 4 杭州、哈尔滨和郑州市连锁超市（N=181）和其他零售商（N=730）所提供

的塑料购物袋的标识情况。 

 

4. 结论和建议 

综上所述，本调研得出如下四点结论和建议： 

第一，杭州、哈尔滨和郑州三城市中对塑料购物袋收费的连锁超市的比例为

62.98%，是各种零售部门中收费执行率最高的，但是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在今后

一段时间内，相关政府部门宜将连锁超市作为限塑工作的重点，加强对限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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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和宣传工作，分阶段、分部门地制定限塑策略。 

第二，连锁超市以外的零售商执行“收费”的仅有 26.3%，商家不对塑料购物

袋收费多数是不愿意为了廉价的塑料购物袋而影响生意，相关政府部门需多考虑

调整商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如对塑料购物袋收费商家减免税费，或对塑料购物袋

征收税费以提高其使用成本，综合提高这些商家对“收费”的执行力度。 

第三，“限塑令”实施两年来，消费者的购物袋使用行为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四成消费者在购物时自带购物袋。因此，社会各方应满怀信心，持续地通过教育、

经济等手段影响并改变消费者的购物袋使用行为。 

第四，连锁超市使用的符合标识国家标准的塑料购物袋比其他零售场所更

多，间接说明后者的塑料购物袋厚度更薄、成本更低，不利于单独计价，成为影

响“收费”效果的因素之一。 

总之，本调查发现 2010 年商品零售商执行“限塑令”的情况在不同部门之间

存在很大差异，其中连锁超市的“收费”执行率比较高但有下降的趋势；消费者的

购物袋使用行为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为保持“限塑令”的效力，相关政府部门需要

综合政治、经济、教育等各种手段，持续地推行限塑工作；针对不同零售场所执

行政策的条件有别，公众对限塑接受程度不同的情况，应考虑适当调整政策落实

的重点，使“限塑令”获得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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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或地区限塑政策的三点启示 

 

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2010 年 5 月 北京 

 

中国自 2008 年 6 月 1 日实施“限塑令”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规模经营

的商品零售场所大部分都已按照国家规定对塑料袋进行收费，消费者也普遍认可

并配合这些零售场所的举措，企业和公民的环保意识和行动力都得到一定的提

升，全国范围内，塑料袋的整体使用量大幅下降。但是，“限塑令”仍存在一些突

出的问题，除了规模经营的连锁超市和卖场，其他商品零售场所不仅对“有偿使

用”规定的执行度很低，而且已被禁止的超薄塑料袋仍然泛滥，导致各方对政策

的执行力普遍感到失望；另外，政策在一些关键问题的解释上存在疑问，社会各

方对政策的混乱理解显然不利于其顺利的执行。除中国大陆外，目前全球还有四

十多个国家或地区出台了限制使用塑料袋的政策，为了让“限塑令”得到更为有效

的执行，本文分析比较了国外限塑政策中值得我国借鉴的方面，并重点提出三项

建议。 

 

一．改变收费性质，变更责任主体 

我国“限塑令”目前采用的“有偿使用制度”是将原来的塑料袋隐性收费显性

化，通过向消费者发送价格提醒信号以改变公众的塑料袋消费行为，达到减少塑

料袋使用量的目的。与爱尔兰等国高额的环境税（超过爱尔兰人对每个塑料袋平

均最大支付意愿的 6 倍）相比，我国的消费者一般只需支付塑料袋的成本价格，

而无需对使用塑料袋造成的环境影响付费，由此造成消费者既容易适应塑料袋价

格，又未能充分认识到限塑的环境效益。 

另一方面，在爱尔兰，环境税的征收主体是政府部门，而在中国，负责塑料

袋收费的主体是商品零售商，政府起的只是监管零售商的职能。现实中，在监管

资源缺乏，没有有效约束的情况下，零售商自然以自身利益为主要考量，决定是

否执行“限塑令”和执行程度，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在我国，一些不受公众关注或

没有品牌顾虑的商店、集贸市场的限塑执行率低下。而在爱尔兰，因为该国由税

务部门负责塑料袋费用的征收，不仅保证收费政策的执行率，更在收费过程中告

诉公众塑料袋具有生产和环境两方面的成本。这比零售商各自采取收费、说明和

宣导的措施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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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议有关部门积极考虑改变塑料袋的收费性质，将“有偿使用”变更为

向终端消费者征收较高的“环境税”，将所得收入专门用于我国的环保工作，并及

时将税收收入和使用情况向大众公布；力求在减少塑料袋使用量的同时，提升公

众的环保意识和对限塑事业的认可度。同时，变收费责任主体为政府相关部门。

如果由税务部门负责塑料袋的税费征收，可以利用已有的税务系统，再投入适当

的配套行政资源，确保收费制度的执行。 

 

二．正视政策执行条件差异，分重点分步骤落实 

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前期的调查发现，在不同的地区和场所，政策执行程

度不一致，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连锁超市和卖场的塑料袋收费执行效果很好，而

商场、个体经营店以及集贸市场对塑料袋收费的很少，管理较为困难。而此问题

在中国香港的限塑政策中得到了很好的应对。 

香港特区政府于 2009 年 7 月 7 日开始分阶段实施《产品环保责任条例》。此

政策规定要对商品零售场所的塑料购物袋消费征收每个最少 5 角的环保税，其第

一阶段首先覆盖大型（单间营业面积超过 200 平方米）或连锁式（境内拥有 5 间

或 5 间以上零售店）的超市、便利店以及个人健康及美容用品店，而对较难管理

的由第三方经营的商场专卖店提供的塑料袋，以及购买食品、饮料、药物、急救

用品、个人卫生及美容用品以外商品所获得的塑料袋，均不征收环保税。 

此外，美国旧金山市、纽约州施行的限塑条例中，也都通过营业面积、店铺

数量以及营业额等指标将限塑范围限定在大型或连锁式的零售场所，而将小型、

个体经营店排除在外。在中国台湾地区，因发现有店面餐饮业限塑执行率很低，

外带食物确实需要塑料袋装提，当地部门遂于 2006 年通过“限塑修正案”取消对

此类塑料购物袋使用的限制。 

因此，建议政府以规模经营的连锁超市或卖场为重点，不断巩固和强化此类

场所的限塑成果，同时加强政策的解释和宣传工作，帮助公众形成良好的消费习

惯和环保观念，用辐射效应改善其他场所的减塑效果。对于外租店铺集中的商场

和集贸市场，要充分考虑其执行“限塑令”的实际条件，采取更为灵活的，特别是

一些鼓励性的措施，促进民间和零售业者主动寻求强制规定以外的减塑方法，进

而成为下一阶段政策调整的参考依据。 

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的调查还发现一些规模经营的连锁零售企业在大城

市的店铺中限塑执行状况很好，而在中小城市、乡镇的店铺中，限塑执行情况不

理想。对此，建议在行政资源允许的条件下，加大对这些企业的监管力度，对于

未认真执行政策的商家切实进行处罚，并责令其严格执行限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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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跟踪政策效果，适时调整行动计划 

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的调查发现，相比“限塑令”施行初期，连锁超市、卖

场等大型零售场所对“限塑令”的遵守度有所下降，集贸市场、商场等场所更是一

直处于很低的水平，一些消费者也逐渐习惯于塑料袋收费而导致购买量上升，“限

塑令”的减塑效果正面临消退的危险。其实，政策效果出现一些波动是很正常的，

只要紧密跟踪其发展动态，适时调整行动计划，是可以扭转不利局面的。 

爱尔兰从 2002 年 3 月 4 日开始对每个塑料购物袋征收 15 欧分的环境税，政

策实行初期，限塑效果非常明显，人均塑料袋使用量骤降了 90％，但是随着公

众逐渐习惯于塑料袋的费用，2006 年人均使用量在 2002 年政策实行初期的基础

上上涨近 50%。于是，爱尔兰政府又于 2007 年将税率上调到 22 欧分，结果将人

均塑料袋使用量重新拉回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上；税收所得全都投入环境基金，用

于废弃物回收和处理工作，此举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如前所述，中国

台湾地区的有关部门在限塑政策实施三年之后，发现店面餐饮业违规情况严重，

外带食物确实需要塑料袋装提，遂于 2006 年通过修正案取消了对此类塑料购物

袋使用的限制；目前，台湾地方政府又在积极研究制定禁止或限制聚氯乙烯袋膜

以及取消塑料袋厚度限制的政策。意大利从 1988 年开始对塑料袋征收高额税收，

以控制塑料袋的使用，但由于塑料袋对环境的危害仍然巨大，从 2011 年 1 月起，

意大利将全面禁止塑料袋的生产和使用。 

综合各国或地区限塑政策的有益经验，期待我国负责“限塑令”施行的政府部

门能够在行政资源允许的条件下，系统跟踪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充分听

取利益相关方和公众的意见，制定出针对特定时段的限塑行动计划和目标，并根

据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措施，逐步推动限塑政策的深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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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限塑政策经验 

 

赖伟杰*
 

2010 年 11 月 北京 

 

前几年，在台湾地区推动和实施限塑政策的时候，我们刚好参与其中的过程。

所谓“过程”，包括环保民间组织对政策提出看法，以及观察当时很多利益相关

方在政策博弈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包括在这个政策后来发生了很多问题，有

必要进行检讨的时候，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和一些利益相关方是如何慢慢发展出

一个修正方案。虽然到现在这个政策还有许多不足，但这个过程是值得参考分享

的。 

 

由于限塑政策直接影响到一个公民可以买什么东西、不能买什么东西，可以

用什么东西、不能用什么东西，因此需要一定的法律依据。从环保的角度看，强

制性的限塑，并扩展到强制性的垃圾分类，大概是一种最强的环境教育。制度强

制意味着人们无时无刻不被提醒着要去做一件环保的事情。但正因为政策的强迫

性非常强，对每个人的影响就会很大，人们都会注意政府是根据什么样的法律依

据来约束民众行为的。“法源”的问题其实也是当时在台湾没有被重视的，但我

觉得是有必要去谈的。不管怎样，台湾的限塑政策还是多少有一些法律依据的，

而且在后来修正的过程中，其法律依据也有调整。报告包括：一、台湾限塑政策

的缘由和简史；二、政策的目的和执行方式，以及当时的一些争议和各利益相关

方的反应；三、发布之后的执行状况和成效分析；四、政策经检讨而出台的“精

进方案”，以及带出新的政策思维与更合理公平的机制建构。 

 

1. 限塑政策的缘由和简史 

一直以来，台湾地区就有很多民间组织宣称塑料袋是个很大的问题，需要少

用。但推动政府出台这个政策的直接原因是在 2001 年的 10 月 24 日，台湾立法

通过了“废弃物清理法”（简称“废清法”）部分修正案，“废清法”在台湾是管

理所有废弃物的法律。当时，立法部门在修正这个法的时候，向台湾“环保署”

提出了附带决议，要求“环保署”在修法完成后的三个月内，制定出限制塑料袋

使用的政策。“环保署”于是正面响应这个要求，着手落实。2002 年 7 月 1 日，

“环保署”的限塑政策出台，并承诺在政策实施一年后进行检讨，因为他们也知

                                                             
* 赖伟杰：台湾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理事，自然之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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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决策有点匆忙。之后，政策经历了一年期的检讨，2006 年 1 月进行了进一步

的调整，提出了所谓官方版本的“精进方案”，“精进方案”从 2006 年 6 月开始

实施，一直到现在。这就是台湾限塑政策的一个简单历程。 

当初政府部门限塑政策设置的目的和执行方式。简单来说，所谓“目的”就是

政府表明为何要出台政策，政策要解决什么问题。限塑的理由其实可以很多，可

以是保护人们的健康，可以是防止污染等等。但当时“环保署”提出来的目的很

简单，就是“减量”。他们的说法是，限用塑料袋意味着可以实现减量，而减量的

必要性是因为塑料袋“有严重污染环境之虞”。 

大陆的很多政策是先在一些地方做试点，然后推广到全国。但限塑政策好像

是个例外，没有做试点就直接推到全国了。台湾地区的很多政策第一阶段都先在

公共部门实施，包括公务员和学校教职员工，因为他们比较容易配合。在这些部

门中，如果出现问题，可以在内部解决。这种策略也很合理：政府先做，然后再

让百姓来做，民众就比较容易接受。2002 年 7 月 1 日开始的限塑政策也是先从

公共部门开始实施的，半年之后才扩展到一般民众。 

台湾的限塑政策分两部分：一部分限用塑料袋，另一部分是禁用塑料材质免

洗餐具。因为台湾的很多外食，即在外面吃东西常会使用餐盘。这些餐盘大多是

一次性的，吃完就丢了，结果产生巨量的垃圾。而餐具的主要材料之一就是塑料，

所以当时台湾的限塑政策除了针对塑料袋外，还管制塑料餐具。 

台湾限塑政策管制的对像有六类：百货公司或购物中心、量贩店、超市、连

锁便利店、连锁快餐店、有店面的餐饮。当时对第六类很多人都有意见，并预见

到会有很不好的效果。这些有店面的餐饮通常不能开发票，执行收费制度肯定是

有问题的。政策还是将这类商家纳入，听说当时的政府部门就是希望政策有很大

的管制范围，从而影响每一个人，这样才会引起注意。所有受管制的商家加起来

有 9 万多家，其中第六类最多，占 86%。也就是说，如果这一部分不放进来的话，

限塑的规范面是相当小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台湾的限塑政策还同时管制免洗餐

具，而餐具在前五类都出现得不多，主要集中在有店面的餐饮，所以政策一并限

制这些商家的塑料袋使用。 

政策对受管制的内容也有比较清楚的规定。首先是塑料袋厚度不得低于 0.06

毫米。其次是几乎涵盖了所有塑料类型——国际塑料类型编号 1－6 的塑料都在

限制范围之内。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塑料袋有偿提供，但至于应该收多少

钱，政策没有规定。 

 

2. “法源”与争议 

政府是如何确定塑料袋“有严重污染环境之虞”的？我们知道，如果一些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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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温度高的东西后，会产生一些健康问题。但这不是当时限塑的原因，因为政

策是环境部门制定的，所以完全不去触碰人体健康的问题。但它所说的“有严重

污染环境之虞”是引起了很多争议的。 

如前所述，这条“法源”来自“废清法”。而“废清法”的任务是规范废弃

物应如何清理，以及清理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废清法”特别提到，“物品或其包

装容器有严重污染环境之虞者，主管机关得以公告、禁用及限制制造、输入、贩

卖、使用”。此法条最后提到的“使用”其实是后来修法加进来的，一开始没有这

个条文。前文提过，立法机构在修订“废清法”时，要求行政部门做限塑的工作。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此法加入了“限制使用”的条款。行政部门于是引用这一条文

作为限塑的“法源”，但在解释“有严重污染环境之虞者”时，其理由居然不是我

们常听到的一些环境风险，如“不容易降解”、“焚烧产生问题”、“健康问题”等，

而据说是“担心堵住下水道造成淹水”。这也是有几分道理，因为水涝可能产生许

多受害者。但当时这个理由完全没有对外说，人们普遍下意识地认为是因为塑料

不环保，所以推动这个政策是理所当然的。 

政策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许多争议，民间组织首先开始提出意见，限塑政策在

推出去之前，居然没有找民间组织沟通，这在台湾是很奇怪的。但政策出来之后，

一些民间组织是非常支持的，因为大家都觉得塑料袋滥用严重；政府愿意限制，

是件好事。也有不少团体认为这个政策的出台非常仓促，而且目标有误。政策产

生的另外一个大问题是，就在它出台不久之后，“环保署”把全部的人力都派往

各地做稽查。可是在当时的台湾，有许多环境问题比限塑更严重，例如工业部门

产生的有毒污泥处置，台湾的著名企业台塑在那个时候曾把生产排出的含汞污泥

委托处理，运到柬埔寨，然后在当地乡村随意弃之，成为一个国际环保丑闻。这

样的污泥乱倒问题也发生在台湾各地，但也没有看到整个“环保署”的人员到各

地进行稽查。所以大家会觉得限塑政策稽查不是坏事，但不成比例，让人怀疑当

政者有“环保英雄主义”之嫌。 

一些推动“零废弃”、关注台湾垃圾政策的组织认为政策目标有误。他们认为，

如果是要禁用一些塑料的话，应优先考虑聚氯乙烯（PVC），这种材料焚烧会产

生二恶英，是明确“有严重污染环境之虞”的。其他塑料如果烧的话，问题不能说

没有，但比较可控。至于塑料在环境方面的其他问题，如浪费化石燃料资源、不

容易降解，政策中没有涉及这方面的条款，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还有的质疑是为什么要限制塑料袋的厚度？当时政府的讲法就是，如果袋子

厚的话，人们会舍不得丢，所以就会多用几次。这个说法是否能够被接受，真是

见仁见智。以上就是限塑政策出台后围绕“法源”问题出现的，以及民间组织提

出的部分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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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塑料业者的反弹与异议 

另外一些争议来自利益相关方，这个政策当然会影响到塑料业者。塑料业者

有塑料原料生产者，政策对其影响不大。影响比较大的是塑料袋生产者，一般来

说，塑料袋生产的门坎很低。台湾有很多打工的，攒点钱就买个机器生产塑料袋，

因为技术不复杂。政策对这些塑料业者，特别是下游产品的小生产者影响最大。

当时，塑料业者提出政府要进行生命周期评价（LCA），即要求政策讲清楚凭什

么只限制塑料袋，为什么不限制纸或其他材质的袋子；而且要求将所有材质的袋

子都做统一评价，最后根据评价结果来确定哪些材质应限制或不限制。 

第二个问题是，在出台政策之前，环境部门没有跟其他部门做好配套实施的

讨论。所以这些塑料业者突然被告知产品不能用，卖不出去了，导致很多银行马

上抽他们的贷款。后来在这些业者的抗争之下，产生了两个补救措施。一是为塑

料业者提供利息补贴，即业者可以转业，转业需要资金可向银行借，利息由政府

出，当时大概为这一措施给出了三年的期限。二是政府出资，对这些失业业者进

行转业辅导。 

 

4. 执行成果与问题 

政策执行之后，“环保署”人员的一个工作就是带着测厚仪到各地去稽查塑

料袋够不够厚，这一举措的效果很震撼。政府公布了稽查后政策执行的数据，虽

然是粗估的，但也不会失真太多。大致的结果是，购物用的塑料袋数量减少

67.9%，将近七成，但重量只减了 34.69%。因为政策出台后塑料袋变厚，重量的

减少比例远比数量小。在餐具方面，塑料餐具减少了 25021 吨，但纸类餐具和袋

子增加，出现明显的替代效应，结果总体只减量 9165 吨。 

再更细地看一下限塑的效果。如前所述，台湾限塑对像有六类。对于第六类，

即有店面的餐饮店，塑料袋个数减少 44.6%，将近一半，但重量却反增七成，因

为塑料袋过厚，如果加上纸的替代使用就更可观了。其实在这个政策刚出台的时

候，我们就可以预知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 

关于民众的支持，统计数据显示达到七至八成，因为一提到塑料袋，大家都

会莫名地觉得这是一个环保的问题，所以支持。有 77%的民众可以接受商家不提

供塑料袋，说明意识还是蛮高的，但有将近四成的人觉得政策会对生活造成一些

不方便。民众对稽查也有些看法，因为其次数多得有点恐怖。据统计，有将近

90 万场次的稽查，平均一个店就被稽查 8 次，实在是有些夸张。可是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首长重视，整个环保部门的人都下去做这件事。其实很多人认为这种稽

查是很扰民的，因为能够守法的，稽查一次就可以，不守法的稽查次数多了也无

济于事。还出现了一些怪相，可能大陆后来也有产生，例如将塑料袋挂在店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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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的电线杆上，让顾客自己去拿。或者是将销售的商品统统减 1 块——原来的

面卖 30 块，现在卖 29 块，塑料袋表面做到有偿提供，用这种方式规避稽查。最

严重的还是餐饮业，违法的情况几乎占全部的 98%。对于违法行为的罚款也成了

问题，“废清法”通常是罚规模大的业者，罚款额度达到几万台币，对小业者，

稽查者实在不忍心罚这么多。于是，环保部门很快配合立法机构修法，把罚款额

降到 1200 元台币，相当于 200 多元人民币。看到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理解台

湾限塑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很仓促，结果产生一些民怨，又不得不去补救。 

政策确有其积极的一面。到了 2004 年，即全面推广进行了 1 年之后，可以

发现民众的确养成了自带购物袋的习惯，比例达到 45%，而购买塑料袋的情况为

30%，还有一些是买纸袋或可降解材质的袋子。各种部门的执行情况不一样，公

共部门最好，百货公司也不错，但比较多是以纸袋来替代塑料袋；在量贩店或超

市，很多顾客都自带购物袋，养成了好的习惯；连锁店的执行也容易；最糟糕的

还是店面餐饮业，既违规不收费，又提供薄的塑料袋。但这个情况是原先就预见

到的，调查果然也是如此。 

 

5. 关于政策检讨与修正 

之前政府部门承诺政策执行一年就要检讨，而当时台湾的舆论和民间组织也

都在不断地要求进行检讨。由于民生新闻触及民众权益，它成为媒体最关心的事

情。记者们不断地去向政府追问，给政府形成很大压力。于是，政府内部和民间

组织都提出了一些修正的方向，开始进行讨论。对于塑料袋限用的检讨修正方向，

首先关注的是管制对象。 

当时有几种方案，第一种是认为第六类根本不可行，直接取消算了。第二种

是取消第六类，但增加一些新的商店类型，比如书店、药房和服饰店等。第三种

是不取消任何类别，但增加一些新的。 

三种方案各有缺陷。第一种方案要取消的第六类，执行起来确实问题很大，

如果能够取消，能够减少很多争议，包括稽核的行政成本。而且，这种类别的店

数占 86%，塑料袋消耗量只占 23%，量不算大。但最大的考虑就是，政府怕“取

消意味着对外宣布政策失败”，这是承担不起的风险，会产生一些政治效应。第

二种方案取消一个增加一些，听起来是比较好的技巧——取消难的，增加简单的，

看起来好像是在“精进”。但也有很多问题，如候选的药店、书店等现在多是复合

式综合经营。限塑的执行范围难以界定，也意味着要有新的稽核工作。第三种方

案保留所有的类别，等于没有把问题解决。最终结果是选用了第一个方案。 

政策的另一调整方向是塑料袋厚度。厚度规定的假设是塑料袋如果很厚，会

促进重复使用。但后来事实证明重复使用的关键，在于塑料袋是否被弄脏或弄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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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厚度。其实当时确定塑料袋为 0.06 公厘还有另一种说法，台湾货币的最小

单位是 1 元，相当于大陆货币的 2 角。而在塑料袋的厚度接近 0.06 公厘的时候，

其成本才会接近 1 元。如此规定符合有偿使用原则，又避免了商家卖塑料袋赚钱

的一些衍生问题。所以在后来政策修正考虑的时候，首先还是保留厚度规定不变。

但也出现了不同的方案。 

第一种是考虑取消厚度限制，但要制定管理办法规定该怎样进行收费，如何

使用收入。第二种是考虑直接给袋子定价，类似于爱尔兰的做法。第三种就是完

全不从塑料袋上收费，而是从塑料原料生产端课税。这几种方案也各有缺陷。 

第一种比较麻烦，一旦厚度 0.06 公厘的规定取消，收费变成公益性质，必

须要制定相关法律。然而，台湾的立法程序比较麻烦，虽然有时候用行政命令代

替，但一涉及到钱的问题，情况就复杂了。而且，如果要等一个法立好后才能做

这个事情，行政机关会受立法部门太大的约制。 

对塑料袋全面课税的做法冲击太大，对于面临选举压力的政府来说，也不敢

贸然推行。另一个困难是，塑料袋很多是由地下工厂和家庭作坊生产的，完全游

离于税务体系之外。这些工厂可能因收入不高不用缴税，也有可能没有登记过。

正因如此，稽查会很困难，很难做到对每个塑料袋都课税。当然还可以在市场中

收费，可市场又牵扯到很多不同类型的零售业。比如农贸市场，政府从来都不敢

去碰农贸市场，因为农贸市场人多，政策推行也很困难。那里的经营和买卖过程

都是不开发票的，很难稽核。最后的办法似乎就是在塑料袋出厂的时候收费，而

不是向消费者收取。出厂的时候收费，最终也可以转移到消费者一端。但问题是

很多塑料袋生产发生在地下工厂，很难被收费覆盖。而大陆可能也碰到类似的问

题。 

最后一个方案是在原料一端课税，也有很大的问题。塑料袋这种物品我们可

能觉得它的量很大，但其原料在全台湾所有塑料原料中只占 3%。所以要课税，

是只去课做成塑料袋的原料的税，还是课所有塑料原料的税，这变成另外一个非

常复杂的问题。以上这些方案都被讨论过，最终的决定是保持厚度标准不变。 

虽然政策在一年之后作出了一定的修正，即取消第六类、但保持厚度标准不

变，在原来主政的“环保署”负责人离任后，政策又有了很多的讨论，又有新变

化。到了 2006 年，即政策推行 3 年之后，政府又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案。 

简单来说，新方案明确将第六类取消，也就是不管制了。因为不管制了，这

一类商家面临的厚度问题也就自动消失了。还记得当时在讨论取消第六类，包括

相关厚度限制的时候，很多人以中国大陆的经验为佐证：“大陆可以把塑料袋做

得那么薄，拉力又好，多好啊，我们为什么要做得这么厚？”新方案的另一个内

容是取消管制的对象，但保持有偿使用原则不变，厚度 0.06 公厘的要求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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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方案没有扩增新的东西，政府也是避免给自己添麻烦。 

而在餐具的部分，政策的调整在于要求所有材质的餐盘都要纳入回收体系，

即必须配套后端处理。另外，为了鼓励重复使用，政府补贴开发高温消毒的流程

和设备，以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但政策也预留了一个例外，如果台湾陷入水荒，

就可以暂时开放用一次性餐盘使用。 

 

6. 精进方案的新方向新思维 

可以看出，所谓“精进方案”的调整是非常小的，这是外界不能轻易接受的。

所以政府打算要再补充一些，以免表示政策好像在倒退。其实补充的东西很有意

思，它不只是着眼于限塑，而是给未来可能限制更多东西预留了空间。简单来说，

补充产生的效果是，目前限用或禁用的塑料未来要和其他所有的材质一并纳入回

收体系中。这就是“精进方案”的第二部分的内容。 

第二部分主要是新增了两方面政策。第一个方面是针对公共部门，因为这个

部门可以往前多走一步，但风险最小。新政策规定在公共部门全面禁用一次性水

杯，含纸杯。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小小的一件事，但实际冲击很大。就连台湾的立

法部门也不能用，因为法是他们立的，也要乖乖地配合，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所以，在台湾的政府部门里，一次性水杯现在是看不到的，完全禁用的。这个规

定的依据还是“废清法”，跟限塑政策的“法源”是一样的。第二个方面是针对

学校，这也是政府管得到，影响不大的部门。新政策规定所有公立学校禁用一次

性餐具，连纸制的都不能用。所以现在在政府部门和学校里的餐饮店都只能用重

复使用的餐具。 

新政策调整的另一个方向，是改变应对塑料问题的策略。政策当初认为塑料

对环境有重大冲击，所以希望通过源头减量应对。而调整后的政策引入一种新的

精神：对环境有冲击的物品首先应该进行源头减量，在源头减不下来的情况下，

至少要让它回收再利用。于是政策当中包含了“拟将公告塑料袋纳入公告为可回

收项目”（“废清法”中的一个制度设计），类似于在大陆的《循环经济促进法》

中规定的要把一些商品纳入强制回收名单之中。这一政策意味着明确了企业责任

——企业要生产某一产品，就要准备回收。也就是说，在“精进方案”中，塑料和

其他的材质被纳入同一个规范管理之中。另外一个调整是当时民间团体最为重视

的聚氯乙烯塑料问题，这可能是对健康冲击最大的。政策要求，在 2006 年提出

之后，对这一类塑料开始逐步地限用。但这一政策后来遇到很大的阻力，因为聚

氯乙烯材质实在很便宜。于是在 2008 年 1 月 1 日后，政府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

提高聚氯乙烯材质的处理费。因为当很多产品在纳入强制回收名单后，生产者就

需要预先缴纳处理费。如果生产者没有办法处理，其他公司可以替它处理，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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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处理费。所以，通过提高像聚氯乙烯这样的对环境影响比较大的材质的处理费，

某种程度也是提高了其成本。 

 

7. 从限塑到限制一次性制度性框架 

简单做一个小结。原来政策视塑料袋为一种废弃物，对环境有污染，打算通

过源头减量达到清理的目的。“精进方案”则把塑料袋纳入到整个社会统一的回收

体系中去规范。“精进方案”还重新定义了“限塑”的意义：政策在限制一次性塑料

制品的基础上，将扩展到对所有一次性产品的限用。可喜的是，大陆现在也有这

方面的呼声。 

最后要提的是，台湾后来出现了另外一个法，叫“资源回收再利用法”。台

湾的“废弃物清理法”与“资源回收再利用法”不太一样。关于废物回收的框架

其实在“废清法”中就有，但“资源回收再利用法”将之更加完善。“废清法”

规定，如果废弃物对环境有冲击的话，可以考虑限用、禁用产品，这是从源头解

决环境问题。“资源回收再利用法”要求废弃物都要纳入回收体系，给予更严格

的限制。而且这个法是很多政策合适的“法源”，因为任何物品都可以应用此法。

不像当初在制定限塑政策时，要隐晦地找一些间接的理由，比如“下水道会堵塞”

来进行管理。但正因为这个法很多地方都可以引用，所以变成各利益相关方角力

的战场。比如台湾市场上的生鲜用品托盘是没有被规范的，但有业者就曾经游说，

希望政府将这种物品禁用。虽然这种生鲜商品的托盘的替代品不多，但如果确实

要禁的话，自然会有特定的可降解材质托盘浮出台面。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

塑料这种容器很多时候是可被替代的，当其被限或被禁了之后，很可能会导致整

个利益相关方的改变。所以十分有必要把所有材质包装材料的生产者，都纳入到

统一的规范中——即使是可降解的，也要负起回收责任，需要缴纳处理费用。 

 

8. 政策应有各利益相关方的公开透明讨论机制 

总结来说，限塑政策的制定源自于人们认为塑料这东西是不好的，要限制它

的使用，但之后出现了很多问题，各方展开了很多博弈。限塑政策出现的问题有

的是想得到的，有的真是想不到的。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机制，在碰到问题后，能

够及时解决。这个机制就是要纳入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讨论，而不能只有一方讨论，

也不是只有环保团体讨论。因为限塑政策一开始限制了人的权利，只有通过最公

开透明的方式，让各方来讨论一个共同的规范，才能使政策变成有效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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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袋不可成为一次消费品*
 

 

李鸿瑶 

 

今年是我国实施“限塑令”第三年，自“限塑令”实施以来，不少商家用无

纺布袋、纸袋等环保产品代替了原先的塑料袋，越来越多的市民使用这些环保袋。

但是，环保袋真的环保吗？ 

随着环保袋发放量越来越大，不少消费者不再重复使用这些环保产品，而是

把它们变为了一次性消费品。环保袋发放量越大，在消费者手中的重复使用率越

低，环保效益就越差。笔者在商场内发现，近半数的服饰和鞋类柜台均将商品放

在袋内交给消费者，许多消费者家里有很多这类袋子，根本用不过来，一些袋子

直接进了垃圾桶。 

另外，也有一些消费者认为，这些扔掉的袋子都属于环保袋，不会污染环境。

事实上，环保袋的降解也是有条件的，如果消费者将其作为一次性产品使用，依

然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无纺布经久耐用，可多次使用，从这点上说是相对环保

的，但是无纺布在生产过程中消耗大量的能量，有些还含有危害环境的添加剂，

其对环境资源的浪费很难在日后的使用过程中补偿回来。 

环保袋之所以环保，并不仅因为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零排放、零能耗。

相反，制作一个环保袋需要纺织材料和化工原料。据业内专家介绍，现在市面上

部分环保袋是用丙纶制作的，丙纶其实是一种不容易降解的聚丙烯纤维，如遇高

温会释放出有害物质。因此，有关部门应该对环保袋严把生产和出厂关，切莫让

环保袋成为未来新型的污染源。 

事实上，环保袋的真正环保意义在于它被消费者反复使用。如何才能让环保

袋反复用起来？最根本的就是要控制环保袋的发放量。如果不加节制地印发，市

场上流通的环保袋会变成一次性产品，那么环保袋的环保价值很可能将会为零，

严重时甚至可能变为负值。 

因此，笔者建议建立一种流通机制，让绿色的环保袋在千家万户循环起来。

当家中积累了多余环保袋时，可以转送到居委会等机构，进行集中回收或者有偿

“租赁”。商家可以回收自己店铺的环保袋，进行消毒处理后再次使用。 

同时，还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比如在韩国购物，不管你在商场购买多么昂贵

的东西，商场都不会赠送购物袋，如果客人没有自备袋子，就要花 100 韩元购买

纸袋或环保塑料袋。商店会原价收回这些袋子，顾客也可以拿用过的旧袋子到商

                                                             
* 本文刊登于中国环境报 2010 年 11 月 23 日第二版， 

原文地址：http://www.cenews.com.cn/xwzx/gd/qt/201011/t20101123_6896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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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或超市换新袋子。 

另外，环保袋的设计和生产也需合理。多数消费者认为，环保袋欠实用，只

适合放一些有独立包装的干净商品。还可以在环保袋上加印相关文字，鼓励消费

者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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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 NGO 关于“解禁一次性发泡餐具”的集体声明*
 

 

2010 年 8 月 24 日，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与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联合召

开发布会，宣称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无毒无害，是被市场广泛接受的一次性餐具，

属于典型的绿色低碳产品。 

作为多年关注和推动中国包装物减量和城市垃圾管理的环保组织，我们对一

次性餐具以及废弃物管理开展了长期的调查研究，我们认为，中国产学研合作促

进会与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发布的内容有部分值得商榷： 

第一，当今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完善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回收体系存在现实

操作难度，“解禁”意味着要在一些地方重新引入污染源，“白色污染”有加剧的可

能，对此风险必须慎重评估。 

第二，我们认为，无论从节约资源还是减少垃圾污染的角度，减少一次性餐

具的使用才是当前需要大力提倡的。只有从源头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减少一次

性餐具等用品的使用与丢弃，才是真正绿色环保的选择。 

第三，由于市场经济本身具有趋利性的特点，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是否被市

场选择不能作为衡量商品是否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判断标准。 

第四，聚丙烯等一次性餐具被法律认可，并不能说明其对环境和健康是完全

无害的；所有一次性餐具对健康的影响，都需要通过全面的实验室和临床医学研

究进行判定。 

第五，“绿色产品”称号只能由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秘书处进行认证

并授予标志，在没有通过此项认证的情况下，公开宣称某项产品为“绿色产品”，

是不严谨且不严肃的行为。 

我们认为，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一个多方互动的过程，唯有政府部门、行

业协会、企业、消费者群体、研究机构、公益组织等各方共同参与，才能找到真

正符合公共 利益的解决之道。政府在制定涉及民生问题的政策前，应该广泛听

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不能被少部分专家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所左右。 

我们欢迎各界积极对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以及城市垃圾问题发表意见和建

议。 

环保 NGO 联名： 

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自然之友，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北京地球村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厦门绿拾字，绿色浙江，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 

绿家园志愿者，绿色汉江，北京环保餐具联合组织，武汉绿色江城 

芜湖生态中心，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 

2010 年 9 月 2 日 

                                                             
* 本文刊登于腾讯网绿色频道 http://news.qq.com/a/20100902/0017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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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家发改委资环司李静副司长的第三封公开信 

 

尊敬的李静副司长： 

您好！ 

在国家“限塑令”即将迎来生效两周年的时候，请允许我们向您和您所领导的

工作团队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感谢！两年多来，你们为这项具有国际意义的中国环

境政策的制定、出台和推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不仅为“节能减排”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更使其成为一项具有示范意义的公共环保政策。 

两年来，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也伴随着“限塑令”共同成长。我们先后对政

策文本进行分析，针对政策细则的制定提出建议，与合作伙伴在北京、郑州、兰

州等七个城市进行调研，召开研讨会以集中各方意见，最终形成调研报告和政策

建议并提交给您和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在这些细微的工作得到您的肯定后，我们

更加坚定了持续关注“限塑令”进展的信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扩大研究和

调查，为推动政策更全面、更有效的实施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进行了一系列调研后，我们发现“限塑令”的一些问题仍然存在，例如，除

了规模经营的连锁超市和卖场，其他商品零售场所对“有偿使用”规定的执行度很

低；消费者购买和使用塑料袋的比例在上升；已被禁止的超薄塑料袋仍然泛滥；

公众对政策有不同程度的误解，对其有效性也普遍感到失望。 

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更重要地是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调研的基础上

我们曾提出要从改变公共政策的文化和机制入手，扭转“限塑令”推进动力不足的

一些建议，包括：明确政策实施的责任人，建立政府和利益相关方的互动机制，

确保足够的行政资源，制定政策行动计划，制定可衡量的目标和时间表等。 

我们始终相信这些建议对“限塑令”的延续和改善是有意义的，但也清楚地认

识到，在实际中，这些“根本”问题的转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各方持续的努力。所

以，我们转而思考目前更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完善方法。于是，在今年全国两会之

后，我们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大陆以外的四十多个国家或地区的限制塑料袋使用的

政策。通过初步的研究，我们发现有一些现成的经验是可以为我国“限塑令”所借

鉴的。 

在此，我们提炼出三条建议供您和政府有关部门参考。第一，改变收费性质，

变更责任主体。根据爱尔兰多年来的限塑经验，我们认为对塑料袋征收环境税是

目前我国可以积极考虑的政策方向。其优点在于既能够产生一定的价格效应，抑

制购买，又能更有效地将塑料袋污染的环境成本信息传递给消费者。而且，如果

由税务部门承担收费的责任主体，将比商品零售场所单独执行更有效。第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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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政策执行条件差异，分重点分步骤落实。根据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旧金

山市、纽约州等地的经验，对形形色色的商品零售场所进行区别对待，不搞“一

刀切”是保证政策具备可操作性的一个重要策略。鉴于各类商品零售场所间的巨

大差异以及非常有限的配套行政资源，我们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限塑令”的实

施应以规模经营的连锁超市或卖场为重点，在不断巩固和强化此类场所限塑成果

的同时，帮助公众形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和环保观念，用辐射效应改善其他场所的

减塑效果。第三，跟踪政策效果，适时调整行动计划。爱尔兰在塑料袋税征收五

周年、限塑效果大幅下降时，及时提高税率，将塑料袋使用量拉回到较低水平。

而中国的限塑政策也面临着不断变化的执行度和执行条件，因此需要持续跟踪政

策实施情况并适时调整行动计划，进而逐步提高减塑的效果。而目前，我们认为

完善塑料袋收费方式，改变责任主体，确立阶段性的重点管理对象可以纳入政策

调整工作的考虑范围。 

以上三点建议在随附的文章《其他国家或地区限塑政策的三点启示》中有详

细阐述，希望这些建议能够为限塑政策的完善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相信通

过政府部门和民间的积极合作，一定能够发现更多值得我国限塑政策所借鉴的经

验，避免国外曾经走过的一些弯路。 

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小组除继续考察国外有关的限塑经验外，还将和

各地民间环保组织的伙伴一起，对“限塑令”的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调研，包括回访

曾经调查过的商品零售场所。我们期待在“限塑令”颁布三周年，即今年年底的时

候，能够将更为广泛和确切的信息反馈给您和您领导的部门。 

期待“限塑令”在政府和民间的持续沟通和合作中不断完善、继续前行！  

祝，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 

成员：毛达、王香奕、苏雨桐、周瑾艳 

梁晓宁、魏杰、何浩然、汪晓娟 

张伯驹、杨纬和、文衡凤 

2010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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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家发改委资环司李静副司长的第四封公开信 

 

尊敬的李静副司长： 

您好！ 

在“限塑令”正式发布满三周年，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请允许我们向您和

您所领导的工作团队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祝贺！ 

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一年里，政府各部门为继续落实“限塑令”做了许多积

极且富有成效的工作。2010 年 6 月 1 日，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

组织对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工作进行自查的通知》（发改环资

[2010]1185 号），要求各地部门加强“限塑令”的执行力度。与此同时，各地工商

部门也奖惩手段并举，试图重点改善农贸市场等薄弱环节的限塑效果。例如，柳

州市物价部门将限塑工作纳入示范街诚信的评比中；北京市朝阳区工商局与农贸

市场主办方采取签订责任书、发起倡议、免费发放环保袋、设置塑料购物袋专卖

柜台等多种形式，增强工作效果，还准备对拒不落实、屡教不改的市场，予以立

案处罚。限塑工作能够取得如此进展，离不开您和您所领导的团队的努力。2010

年下半年，您还亲自率队检查了杭州、嘉兴、湘潭等地的“限塑令”执行情况，并

指导各地继续严格实施“限塑令”，这使我们感受到了您落实政令的决心。 

伴随着政府部门的努力工作，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也在持续的调查研究中

不断成长。我们先后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研究，组织环保机构在全国七个城市开

展“限塑令”调研，比较研究国内外限塑政策，召开研讨会汇集各方意见，最终形

成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并提交给发改委和其他相关政府部门。 

2010 年下半年，在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的支持下，我们再次组织杭州、

郑州、哈尔滨三地的环保组织在各自城市开展了针对零售商的“限塑令”执行情况

调研。结果发现，杭州、哈尔滨和郑州三城市中对塑料购物袋收费的连锁超市的

比例为 63.0%，是各种零售部门中收费执行率最高的，但是相比前一年有下降的

趋势；连锁超市以外的零售商执行“收费”的仅有 26.3%，商家不对塑料购物袋收

费多数是不愿意为了廉价的塑料购物袋而影响销售；“限塑令”实施两年来，消费

者的购物袋使用行为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四成以上消费者在购物时自带购物袋；

连锁超市使用的符合标识国家标准的塑料购物袋比其他零售场所更多，间接说明

后者的塑料购物袋厚度更薄、成本更低。 

根据调研结果，我们提炼出下述建议供您和您所领导的部门参考： 

第一，2011 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一次限塑政策执行情况和效果调查，

公开征集社会各方对“限塑令”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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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根据各方调查结果和已有工作经验，与其他相关部委共同制定十二五

期间中央政府的《“限塑”行动计划》。此计划的内容宜包含：明确政策实施的责

任部门，建立责任部门和利益相关方的互动机制，确保足够的行政资源，制定可

衡量的目标和时间表，并要求各省和地方政府部门制定各自行政区内的行动计划

等。 

第三，考虑到目前“限塑令”的目标、行政资源和实际执行情况之间存在较大

差距，在今后一两年中，限塑工作需有所侧重，将有限的行政资源投入到目前最

有可能获得实效的领域。对于执行“收费”一直较好，但有下降趋势的连锁超市，

可将之列为“重点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并运用更多样的措施，使其政策执行度

和效果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对于一直难以解决的问题，如超薄袋和农贸

市场收费，可考虑给予短期豁免的可能性，这样既可避免法规长期处于“无效”

状态，又有利于将有限的行政资源集中在“重点部门”上。 

第四，不论是否给出短期豁免，都宜尽快出台鼓励性和试验性措施，以弥补

禁止性政策的不足。鼓励性措施是指对那些在淘汰劣质产品和减塑方面取得显著

实效的单位进行表彰和奖励；试验性措施是和地方政府及民间组织合作，直接在

农贸市场等欠缺政策执行条件的商品零售场所建立试点，摸索简单而值得推广的

减塑模式。 

第五，与媒体和宣传部门合作，持续地普及滥用塑料袋的危害和“限塑令”

知识，促使消费者逐渐改变其购物袋使用行为，并主动参与政策的实施。 

随附《2010 年商品零售场所“限塑令”执行情况调研报告》，其中有对本次

调研结果和建议的详细阐述。相关的报告和文章也被收录在今年三月社科文献出

版社出版发布的《中国环境发展报告 2011》中。 

2011 年，我们小组还将继续对限塑政策及其实施效果进行跟踪研究，其中

包括对北京市相关情况的再次调查等。我们期待在“限塑令”正式实施三周年的时

候，把研究成果反馈给您和您所领导的部门。 

期待“限塑令”在政府和民间的持续沟通和合作中不断完善、继续前行！  

祝，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 

成员：毛达，杨纬和，何浩然，汪晓娟 

王香奕，张伯驹，梁晓宁，文衡凤 

2011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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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塑料购物袋限制工作的提案*
 

 

王 名†
 

2011 年 3 月 北京 

 

塑料购物袋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进入我国以来，因其便携性和低成本，很快

取代了民众长期使用的菜篮子，渗透进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由于过

度使用和管理不善，大量的塑料袋被随意丢弃，影响生活环境的整洁与美观。更

为严重的是：塑料袋被填埋后无法降解，影响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对生态环境造

成了严重危害。为此，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7 年 12 月 31 日发布了《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以下简称“限塑令”），规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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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禁止生

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塑料购物袋（以下简称“超薄袋”）。“限塑

令”自 2008 年 6 月 1 日实施以来，超市等集中购物场所的塑料购物袋使用量大幅

下降，消费者的环保意识逐渐提高，对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发挥了积极影响。然

而近年来，超市对“限塑令”的执行力度正在下降；超市以外的各类商家免费提供

塑料袋和超薄袋的情形越来越多，“限塑令”正淡出公众和政府的视线。为确保这

项积极政策的良好效果，有必要重申并进一步完善“限塑令”，加强限塑政策的推

广和执行力度，提高消费者和整个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一．“限塑令”及其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调研发现，尽管“限塑令”发布以来塑料购物袋使用量显著下降，但从实际

执行情况看，“限塑令”及其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使得政策效果

并不理想。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 “限塑令”的第一份文件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只规定了相关部委局的职

责，并未明确政策的整体实施应由哪个政府部门负责； 

2. “限塑令”只对塑料袋标准、收费提出了要求，并未设定塑料购物袋的限制

目标以及相关的实施计划，因而难于进行有效评估； 

3. 对“限塑令”的执行情况和效果，自 2009 年 8 月以来，相关部门一直未正

式公布过任何信息，公众只能从自己的生活中体会政策的影响； 

                                                             
* 本提案系 2011 年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案，所涉调研工作由北京市朝阳区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组织

实施，李力、杨纬和配合提案人完成本提案。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79c5bb0100qg2h.html 
† 王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NGO 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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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限塑令”的一些条款从一开始实施就陷入执行难的困境。最突出的两个问

题是超薄袋一直泛滥，农贸市场和个体商贩普遍不对塑料购物袋收费。这实际反

映政策的内容和目标有误，相关行政资源也得不到保证。 

5. 2010 年下半年，在杭州、郑州、哈尔滨三城市开展的一项关于“限塑令”

执行情况的调研反映出如下问题： 

⑴ 连锁超市对塑料购物袋收费的比例为 63.0%，是各零售部门中收费执行

率最高的，但与前一年相比有下降的趋势；连锁超市以外的零售商执行“收费”

的只有 26.3%，商家不对塑料购物袋收费多数是不愿为了廉价的塑料购物袋而影

响销售； 

⑵ “限塑令”实施两年来，消费者的购物袋使用行为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四

成以上消费者在购物时自带购物袋； 

⑶ 连锁超市使用的符合标识国家标准的塑料购物袋比其他零售场所更多，

间接说明后者的塑料购物袋厚度更薄、成本更低。 

 

二．加强和完善“限塑令”的政策建议 

为解决上述问题，更好地加强和完善“限塑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明确中央及地方政府执行和监管“限塑令”的总体责任部门，由其负责

协调和监管发展改革、质检、工商、环卫、科技等部门的限塑工作，明确其具体

职责。 

第二，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一次限塑政策执行情况和效果调查，具体内容

应包括：不同零售场所实施“限塑令”的力度、差异、变化以及面临的问题，相关

政府部门执行和推广“限塑令”的方法、经验以及面临的问题，塑料购物袋的生产、

流通、使用和回收利用链条的现状，消费者对“限塑令”的看法和应对措施等。公

开征集社会各方对“限塑令”的建议。 

第三，根据调查结果和已有工作经验，由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牵头，制定

“十二五”期间中央政府的《“限塑”行动计划》。此计划的内容宜包含：建立责任

部门和利益相关方的互动机制，确保足够的行政资源，制定可衡量的目标和时间

表，并要求各省和地方政府部门制定各自行政区内的行动计划等。 

第四，鉴于现阶段“限塑令”的目标、行政资源和实际执行情况之间存在较大

差距，可分阶段、有重点地加强限塑工作。当前应重点加强连锁超市、大型卖场

和购物中心的限塑工作，对于一直难以解决的超薄袋和集贸市场收费问题，考虑

给予短期豁免，这样既可避免法规长期处于“无效”状态，又有利于将有限的行政

资源集中在“重点部门”上。在巩固和强化超市、卖场的限塑效果的同时，通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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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试点等方法寻求适合集贸市场的限塑推广模式，积极影响大众的消费习惯和

环保意识，逐步将限塑工作推广到更广泛的流通领域。 

第五，加大宣传力度，普及滥用塑料袋的危害和“限塑令”知识，影响消费者

改变购物袋使用行为，并鼓励公众关注和积极参与相关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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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定和完善商品过度包装限制政策的提案*
 

 

王 名†
 

2011 年 3 月 北京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对

商品包装的要求越来越高，许多精美的包装远远超出了保护、储存和标识宣传商

品的基本功能，耗材过多、体积过大、成本过高、装潢过于华丽，成为过度包装。

商品过度包装不仅浪费资源、污染环境，还会增加消费者负担、助长社会不良风

气，损害社会和消费者的利益。据《南方日报》报道，我国每年白白扔掉的包装

废弃物价值达 2800 亿元，截止 2009 年，我国每年产生 4000 万吨包装废弃物，

其重量已占到固体废弃物的 1/3，体积占 1/2，80%的包装废弃物与生活垃圾一起

被送往填埋场进行填埋。为了遏制过度包装，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限制商品过

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GB23350-2009）（以下简称“国家标

准”）已于 2010 年 4 月 1 日正式实施，“国家标准”对所有食品和化妆品类商品的

包装层数、空隙率和成本作了严格限制。同时，国家质检总局还在抓紧制定《限

制商品过度包装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已于 2008 年 8 月发布过一次征

求意见稿。作为一项涉及民生的公共政策，该条例的制定应广泛听取社会各方的

意见，综合考虑各利益相关方的义务和权利。 

 

一．现状及“条例”征求意见稿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关于过度包装的限制政策，只有 2010 年 4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国

家标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条例》尚处于制定过程中。从现实生活来看，过

度包装的问题比比皆是。2010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40.3%以上的月饼盒存在过度

包装的问题。 

根据过度包装的现状，“条例”征求意见稿存在如下问题： 

⑴ 不同商品种类对包装层数、空隙率的要求不完全相同，而征求意见稿对

各种商品包装层数和空隙率的规定是相同的且过于宽松。 

⑵ 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规定“除初始包装成本之外，商品包装成本不得超过

商品销售价格的 15%”，若商品销售价格被恶意抬高，该条款将不具约束力。 

                                                             
* 本提案系 2011 年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案，所涉调研工作由北京市朝阳区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组织

实施，李力、杨纬和配合提案人完成本提案。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79c5bb0100qg2x.html 
† 王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NGO 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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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调查显示，95%（重量）以上的月饼盒包装材料对实现包装基本功能都

不是必需的，且多数难于回收利用，征求意见稿未对包装材料和重量做定量的、

强制性的规定。 

⑷ 商品生产者、销售者对产品承担的责任需要延伸到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特别是废弃后的回收和处置，征求意见稿未对此做出规定。 

⑸ 过度包装存在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社会消费文化，征求意见稿对此无涉

及。 

⑹ 过度包装很大程度上牵涉到资源节约问题和环境问题，从消费者角度来

看，过度包装还涉嫌商业欺诈行为，征求意见稿对此无涉及。 

 

二．主要政策建议 

为了对商品过度包装形成实质性的法律约束，有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国务

院应尽快完成《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条例》的立法工作。针对立法的内容，提出如

下五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要明确“条例”的制定、执行和监管部门以及各自职责。 

第二，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细分商品种类，针对各种商品制定强制

性的、可测量的、严格的包装层数、空隙率、成本、材料和重量限制标准，要求

生产者明确标识出包装层数、空隙率和材料名称，同时修改“国家标准”中相应的

条款。 

对于包装层数和空隙率，应该比“条例”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的“商品包装空隙

率不得大于 55%；除初始包装外，商品包装层数不得多于 3 层”更加严格。对于

包装成本，需要制定出一套便于操作的包装成本核算方案。对于包装材料，考虑

制定包装材料白名单和包装方式黑名单。 

第三，结合《循环经济促进法》第三十七条，以及正在制定的《包装物回收

利用管理办法》，明确商品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和政府在包装物生产、使用

和回收处理中各自承担的责任。 

第四，明确“条例”主管部门和物价管理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控制物价虚高。 

第五，鼓励相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民间公益团体和消费者对过度包装进

行社会监督和必要的法律追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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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
 

 

国办发〔2007〕7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塑料购物袋是日常生活中的易耗品，我国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塑料购物袋。

塑料购物袋在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同时，由于过量使用及回收处理不到位等原

因，也造成了严重的能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特别是超薄塑料购物袋容易破损，

大多被随意丢弃，成为“白色污染”的主要来源。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已经

限制塑料购物袋的生产、销售、使用。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

境友好型社会，从源头上采取有力措施，督促企业生产耐用、易于回收的塑料购

物袋，引导、鼓励群众合理使用塑料购物袋，促进资源综合利用，保护生态环境，

进一步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经国务院同意，现就严格限制塑料购物袋的生产、销

售、使用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禁止生产、销售、使用超薄塑料购物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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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超薄塑料购物袋)。发展改革委要抓紧修订《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将超薄塑料购物袋列入淘汰类产品目录。质检总局要加快修

订塑料购物袋国家标准，制订醒目的合格塑料购物袋产品标志，研究推广塑料购

物袋快速简易检测方法，督促企业严格按国家标准组织生产，保证塑料购物袋的

质量。 

二、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 

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是使用塑料购物袋最集中的场所，而

且目前大多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为引导群众合理使用、节约使用塑料购物袋，

自 2008 年 6 月 1 日起，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

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商品零售场所必须对塑料

购物袋明码标价，并在商品价外收取塑料购物袋价款，不得无偿提供或将塑料购

物袋价款隐含在商品总价内合并收取。商务部要会同发展改革委制订商品零售场

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的具体管理办法，并切实抓好贯彻落实，逐步形成有偿使

用塑料购物袋的市场环境。 

三、加强对限产限售限用塑料购物袋的监督检查 

                                                             
* 原文地址：http://www.gov.cn/zwgk/2008-01/08/content_8528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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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检部门要建立塑料购物袋生产企业产品质量监督机制。对违规继续生产超

薄塑料购物袋的，或不按规定加贴（印）合格塑料购物袋产品标志的，以及存在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相应

给予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生产的产品、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处罚。要完善

质量监管措施，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执行曝光、召回、整改、处罚等制度。 

工商部门要加强对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销售、使用塑料购

物袋的监督检查，对违规继续销售、使用超薄塑料购物袋等行为，要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予以查处。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位要加强对

市场内销售和使用塑料购物袋的管理，督促商户销售、使用合格塑料购物袋。塑

料购物袋销售企业要建立购销台账制度，防止不合格塑料购物袋流入市场。 

旅客列车、客船、客车、飞机、车站、机场及旅游景区等不得向旅客、游客

提供超薄塑料购物袋（包装袋），铁道、交通、民航、旅游等主管部门要切实履

行监督检查职责。 

四、提高废塑料的回收利用水平 

环卫部门要加快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理，切实减少被混入垃圾焚

烧或填埋的废塑料数量。废旧物资回收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废塑料的回收利用管理

工作，指导、支持物资回收企业建立健全回收网点，充分利用价格杠杆和提供优

质服务等措施促进废塑料的回收，大力推进规模化分拣和分级利用，充分发挥塑

料资源的效用。 

环保部门要加大对废塑料回收利用过程的环境监管，制订环境准入条件、污

染控制标准和技术规范并监督实施，建立废塑料从回收、运输、贮存到再生利用

的全过程环境管理体系。 

科技部门要加大对废塑料处理处置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开发推广提高废塑

料利用附加值的技术和产品，提高废塑料资源利用水平。 

财政、税务部门要尽快研究制定抑制废塑料污染的税收政策，利用税收杠杆

调控塑料购物袋的生产、销售和使用，支持、鼓励废塑料综合利用产业的发展。 

五、大力营造限产限售限用塑料购物袋的良好氛围 

结合环境日、节能宣传周等活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互联网等

各种媒体，采取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重点选择社区、村镇、学校、

超市、商场、集贸市场及车站、机场、旅游景点等场所，广泛宣传“白色污染”

的危害性，宣传限产限售限用塑料购物袋的重要意义，使广大群众和生产、销售

企业牢固树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意识，自觉合理使用塑料购物袋，依法生产、

销售合格塑料购物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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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重拎布袋子、重提菜篮子，重复使用耐用型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引导企业简化商品包装，积极选用绿色、环保的包装袋，鼓励企业及社会力量免

费为群众提供布袋子等可重复使用的购物袋，共同营造节制使用塑料购物袋的良

好氛围。 

六、强化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责任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地区限产限售限用塑料购物袋工作，要高度重视，

加强领导，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各职能部门制订具体办法并抓好落实。发展改革、

商务、质检、工商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确保各

项限产限售限用措施落实到位。要加强行政监察和执法监督检查，切实落实执法

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责任。对行政不作为、

执法不力的，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追究有关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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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商 务 部 

令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发 展 改 革 委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工 商 总 局 

2008 年第 8 号 

《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已经 2008 年 4 月 16 日商务

部第五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发展改革委、国家工商总局同意，现予公布，

自 2008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部长 陈德铭 

主任 张  平 

局长 周伯华 

二○○八年五月十五日 

 

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引导消费者减少使用塑料购物袋，制

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商品零售场所是指向消费者提供零售服务的各类超市、

商场、集贸市场。 

本办法所称塑料购物袋是指由商品零售场所提供的，用于装盛消费者所购商

品，具有提携功能的塑料袋。但不包括商品零售场所基于卫生及食品安全目的，

用于装盛散装生鲜食品、熟食、面食等商品的塑料预包装袋。 

塑料购物袋的材质及技术要求由国家相关标准予以规范。 

第三条 商品零售场所应当依据本办法向消费者有偿提供塑料购物袋。 

第四条 商务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过程中的经营行为进

行监督管理。 

第五条 商品零售场所对塑料购物袋应当依法明码标价。 

第六条 商品零售场所可自主制定塑料购物袋价格，但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低于经营成本销售塑料购物袋； 

（二）不标明价格或不按规定的内容方式标明价格销售塑料购物袋； 

                                                             
* 原文地址：http://www.gov.cn/flfg/2008-05/15/content_9758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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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取打折或其他方式不按标示的价格向消费者销售塑料购物袋； 

（四）向消费者无偿或变相无偿提供塑料购物袋。 

第七条 商品零售场所应当在销售凭证上单独列示消费者购买塑料购物袋

的数量、单价和款项。 

以出租摊位形式经营的集贸市场对消费者开具销售凭证确有困难的除外。 

第八条 商品零售场所应向依法设立的塑料购物袋生产厂家、批发商或进口

商采购塑料购物袋，并索取相关证照，建立塑料购物袋购销台账，以备查验。 

第九条 商品零售场所不得销售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塑料购物袋。 

第十条 商品零售场所应采取措施，为消费者自带购物袋、购物篮购物提供

便利。 

第十一条 鼓励商品零售场所提供符合相关质量标准和环保要求的塑料购

物袋替代品。 

第十二条 以出租摊位形式经营的集贸市场，可以由开办单位或经其批准在

市场内设立的专营（或兼营）塑料购物袋经营摊位实行塑料购物袋统一采购、销

售。 

第十三条 商品零售场所的经营者（以下简称经营者）对违反本办法有关规

定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下列商品零售场所，由开办单位或出租单位对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行为承

担相应责任： 

（一）以出租摊位形式经营的集贸市场； 

（二）场内外租超市、柜台； 

（三）大型超市、商场引厂进店的经营摊位。 

第十四条 商品零售场所的经营者、开办单位或出租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六条

有关价格行为和明码标价规定的，由价格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视情节处以

5000 元以下罚款。 

第十五条 商品零售场所的经营者、开办单位或出租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六条

有关竞争行为和第七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视情节处以

10000 元以下罚款。 

第十六条 商品零售场所经营者、开办单位或出租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

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视情节处以 20000 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 商品零售场所经营者、开办单位或出租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

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予以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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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商品零售场所经营者、开办单位或出租单位因违反本办法相关规

定受到处罚的，商务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将处罚情况

向社会公告。 

第十九条 鼓励新闻媒体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任何单位或个人可向当地商务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举报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可会同同级价格主

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本办法制订实施细则，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并报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备案。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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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商 务 部 办 公 厅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办 公 厅 文件 

国 家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总 局 办 公 厅  

商改字[2008]41 号 

 

商务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工商总局办公厅 

关于《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处理

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

部门，发展改革委，工商管理总局： 

《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工

商总局 2008 年第 8 号令,以下简称《办法》）发布以来，陆续有地方商务、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及企业提出一些问题。为确保《办法》顺利、有效实施，现就有关

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办法》第二条所称商品零售场所是指所有提供商品零售服务的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 

二、《办法》第二条所称用于装盛生鲜等食品的塑料预包装袋不得具有提携

功能，且须符合食品包装相关标准。 

三、除食品外，其他商品进入零售渠道前，由商品生产者提供、随附于单件

（组）商品、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的塑料包装袋可视为预包装袋。 

四、在 4 月 16 日《塑料购物袋的环保、安全和标识通用技术要求》（GB 

21660-2008，6 月 1 日实施，以下简称《要求》）公布之前向生产企业（批发商、

进口商）采购，且符合《要求》中安全卫生与厚度规定，但未印制标识、环保声

明和安全性声明的塑料购物袋，凭采购凭证可继续销售、使用至 2008 年 9 月 30

日。 

                                                             
* 原文地址：http://www.saic.gov.cn/zwgk/zyfb/lhfw/200807/t20080711_570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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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于食品安全和卫生等方面的考虑，商品零售场所向顾客提供的各种材

质的袋制品，应向依法设立的生产厂家、批发商或进口商采购，并索取相关证照，

建立相应的 购销台帐，以备查验。与此同时，商品零售场所不得接受任何机构、

组织和个人免费或有偿提供的来历不明、相关标示不全、图案文字不符合国家相

关标准和规定的各类袋制品。 

特此通知 

 

商务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工商总局办公厅 

 

二○○八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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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四号令。2008 年 8

月 29 日。(http://www.gov.cn/flfg/2008-08/29/content_1084355.htm) 

2. 塑料购物袋的环保、安全和标识通用技术要求。GB 21660-2008。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标准。 

3. 塑料购物袋。GB/T 21661-200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4. 塑料购物袋的快速检测方法与评价。GB/T 21662-200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标准。 

5. 產品環保責任條例。香港特別行政區 2008 年第 32 號條例。2008 年 7 月 17

日。(http://www.epd.gov.hk/epd/psb/files/PER_Ordinance_Chi.pdf) 

6. Waste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Levy) (Plastic Bag) Regulations, 2001. 

S.I. No. 605/2001. 爱尔兰. 

(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2001/en/si/0605.html) 

7. Waste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levy) (plastic bag) (amendment) (no. 2) 

regulations, 2007. S.I. No. 167 of 2007. 爱尔兰. 

(http://www.environ.ie/en/Legislation/Environment/Waste/PlasticBags/FileDown

Load,5063,en.pdf) 

8. 朱可珺, 李杨帆, 李甘露 等. 限塑令实施前后居民环境意识水平变化的比较

研究. 环境保护科学, 2010, 36(4): 45-47. 

9. Chan-Halbrendt C, 方迪, 杨芳 等. 天津居民使用购物袋偏好研究——应用

联合选择实验以及潜在分类分析. 现代经济, 2008, 7(8): 1-5. 

10. 陈琦. 杭州农贸市场“限塑令”之暗战——多元价值观下的政府工具选择. 现

代商业, 2010(20): 38-39. 

11. 张宪英, 周红, 黄文芳. “限塑令”对塑料袋回收利用影响的分析. 中国环保产

业, 2009(3): 37-40. 

12. 邓毅. 限塑法令的法律问题. 法制与社会, 2009(4): 87-88. 

13. 李丽洁, 张乐天. “限塑令”的社会学思考. 经济政策, 2008, 406(10B): 24-26. 

14. 陈燕. 从“限塑令”透视环保政策的制定原则. 政法论坛, 2010(3 下): 154-155. 

15. 叶微. 从“限塑令”看我国环保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 科技创业, 2010(1): 

83-84. 

16. Convery F, McDonnell S, Ferreira S. The most popular tax in Europe? 

Lessons from the Irish plastic bags levy.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7, 38(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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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简称“环友科技”），是致力于环保

科技研究和公众环境教育的非政府环保组织。环友科技的宗旨是通过开展环保研

究和教育，提高公民环保意识并促进公众参与，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工

作包括支持协助政府、企事业单位开展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研究，开展生态及

环保方面的科普宣传、教育、培训、信息交流工作，促进民间组织交流与合作等。 

自 2005年 11月环境友好公益协会（环友科技前身，简称“环友公益”）成

立以来，围绕中日韩三国民间环保组织的交流，我们先后参与或独立开展的活动

有废弃物管理、水与健康、气候变化、有机农业与食品安全、环境教育等；我们

每两年组织一次中日韩三国的环境市民会议，多年来为三国的环保交流及 NGO的

合作做出了大量贡献。我们是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成员，中国第一批加入

国际气候变化行动网络的 NGO，还是绿色选择倡导的第一批成员。 

2010年 3月，“环境友好公益协会”正式更名为“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一年来，我们在“限塑令”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为政策的完善提供了许

多建设性意见。我们参与组织的“绿色选择倡导”推动多家知名 IT 企业对其在

华供应链进行环境管理，并成功促使美国苹果公司正视其供应链的劳工安全问

题。通过中日韩环境信息共享网络，我们持续的推动三国环境 NGO交流与合作。

我们的“一线 NGO 之家”成为许多京外草根 NGO 的“驻京办事处”。在今后的工

作中，环友科技将以废弃物管理、国际环境交流、绿色选择倡导、环境教育、气

候变化、水与健康、生态修复为重点，继续深入开展环保工作。 

目前，环友科技的志愿者已近千人，有数百名志愿者接受了我们的环境教育

和培训。我们热忱欢迎更多环保人士加入到环友的队伍中来，为建设环境友好型

的社会而一起努力。 

 

联系方式： 

电话：010-84804788 转 11 

传真：010-84804788 转 12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58 号中灿苑二区 8 号楼 1021 室 

邮编：100012 

电邮：office@envirofriends.ngo.cn 

网址：http://www.envirofriends.ngo.cn

http://www.envirofriends.ng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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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回顾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三年来走过的路，离不开各界的支持与陪伴，在

此我们要向诸位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感谢哈尔滨绿色龙江、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自然之友杭州小组、自然之友

河南小组、自然之友广州小组、重庆济溪环境咨询中心、甘肃省绿驼铃环境发展

中心、自然之友，“限塑令”调研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与帮助。 

感谢限塑小组所有的成员：池田武、何浩然、梁晓宁、毛达、苏雨桐、王香

奕、汪晓娟、魏杰、文衡凤、杨纬和、张伯驹、周瑾艳，限塑小组一路走来离不

开各位的陪伴与支持。 

感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名教授对提案工作给予的帮助。 

感谢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对限塑项目的资助和指导，这是研究得以开

展的有力保障。 

感谢北京市朝阳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对研究工作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司李静副司长长期以来对限塑小

组的支持与肯定，这驱使着我们不断的前进和成长。 

感谢所有关注“限塑令”的个人和团体，“限塑令”的完善和有效实施离不

开大家的共同努力。 

 

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2011 年 3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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