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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江 苏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文件  

苏发改资环发〔2020〕910号 

 
 

省发展改革委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事关我省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

发展和美丽江苏建设。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生态环境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发改环资〔2020〕80

号），按照省政府要求，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会同有关

部门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实施意见》）。经省政府同意，现将《实施意见》印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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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年8月17日 

 

 

 

 

 

 

 

 

 

 

 

 

 

 
 

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省委改革办，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局。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8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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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意见 

 

江苏是塑料制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大省，塑料制品在生产

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随着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和新兴业态发展，

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使用和塑料废弃物的回收处置存在不规

范现象，造成能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

革委、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发

改环资〔2020〕80 号，以下简称《意见》），积极应对塑料污染，

建立健全塑料制品长效管理机制，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减轻

资源环境压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现制定进一步加强

我省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意见》总体要求为指导，牢固树立新

发展理念特别是绿色发展理念，禁止不符合产业政策的塑料制品

生产，有序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流通、销售和使用，推广

使用易降解、能回收、可循环利用的替代产品，建立健全塑料制

品生产、流通、使用、回收处置等管理制度，协同有序推进全省

塑料污染治理，努力建设美丽江苏。 

（二）基本原则。 

1．突出关键重点，稳妥有序推进。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问题，体现分类分级管理和强化源头减量要求，抓住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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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生产流通主要环节、消费使用重点领域、回收处置关键节点，

抓好产品绿色合格、禁用限用减量、循环利用科学规范等工作，

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塑料污染治理。 

2．坚持创新引领，强化替代循环。以可循环、能回收、易

降解为导向，发挥省内科教资源和生产制造优势，积极研发推广

经济适用的替代产品，增加绿色产品供给，培育有利于规范回收

和循环利用的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提升易降解、可循环材料产业

创新发展水平。 

3．鼓励多元参与，完善治理体系。凝聚社会共识，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禁产禁销禁用限用与有偿使

用相结合，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政府引导和市场监督管理，

构建形成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各类主体责任有效落实的现代塑料

污染治理体系。 

（三）总体目标。 

到 2020 年，率先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禁止、限制部分塑

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到 2022 年，全省一次性塑料制品消费量明显减少，替代产

品得到推广，塑料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用比例大幅提升；在塑

料污染问题突出领域和电商、快递、外卖等新兴领域，形成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塑料减量和绿色物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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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 年，全省塑料制品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置等

环节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多元共治体系基本形成，替代产品开

发应用水平进一步提升，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二、主要任务 

（一）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1．禁止生产、销售部分塑料制品。禁止生产和销售厚度小

于 0.025 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禁止生产和销售厚度小于 0.01

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禁止以医疗废物为原料制造塑料制品。

回收利用的塑料输液瓶（袋）不得用于原用途，禁止以回收利用

的塑料输液瓶（袋）为原料制造餐饮容器及儿童玩具。全面禁止

废塑料进口。 

——到 2020 年底，禁止生产和销售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一次性塑料棉签；禁止生产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 

——到 2022 年底，禁止销售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 

（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卫

生健康委、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南京海关等部门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禁止、限制使用部分塑料制品。 

（1）不可降解塑料袋。 

——到 2020 年底，南京市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

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禁止使用不

可降解塑料袋，集贸市场规范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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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2 年底，实施范围扩大到其他设区市城市建成区

和沿海地区县（市）的县城建成区。 

——到 2025 年底，上述区域的集贸市场禁止使用不可降解

塑料袋。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城乡结合部、乡镇和农村地区集

市等场所停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和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一次性塑料餐具。 

——到 2020 年底，全省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

次性塑料吸管；设区市城市建成区、景区景点的餐饮堂食服务禁

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 

——到 2022 年底，县城建成区、景区景点餐饮堂食服务禁

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 

——到 2025 年，设区市城市餐饮外卖领域不可降解一次性

塑料餐具消耗强度下降 30%。 

（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3）宾馆、酒店一次性塑料用品。 

——到 2022 年底，全省范围星级宾馆、酒店等场所不再主

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可通过设置自助购买机、提供续充型洗

洁剂等方式提供相关服务。 

——到 2025 年底，实施范围扩大到所有宾馆、酒店、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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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

职责分工负责） 

（4）快递塑料包装。 

——到 2022 年底，全省范围的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不可

降解的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降低不可降解的塑料

胶带使用量。 

——到 2025 年底，全省范围的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不可

降解的塑料胶带。 

（省邮政管理局等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

责） 

（5）农用地膜。禁止使用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农用地

膜。（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要认真落实上述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

用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职能分工，做好塑料制品

有关产业政策的制修订、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核准备案，加强生

产、销售、使用、进出口等环节的行政监管和执法工作。过渡期

内，生产销售企业要采取相应对策举措，逐步减少禁止、限制塑

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增加替代品的生产销售；消费者要逐步选择

消费使用替代产品，为禁止类产品逐步退出做好准备。 

（二）推广应用替代产品和创新模式。 

1．着力推广应用替代产品。围绕方便群众生产生活，调动

各方主体履行资源环境责任的积极性，推动塑料替代产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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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广应用流通环节替代产品。在商场、超市、药店、

书店等场所，推广使用环保布袋、纸袋等非塑制品和可降解购物

袋，鼓励设置自助式、智慧化投放装置。推广使用生鲜产品可降

解包装膜（袋）。在餐饮外卖领域推广使用符合性能和食品安全

要求的秸秆覆膜餐盒等生物基产品、可降解塑料袋等替代产品。

推进邮件快件包装规范化建设和绿色包装应用，加大可降解塑料

在快递行业的推广应用。（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邮政

管理局等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建立集贸市场购物袋集中购销制。由市场开办者或场

内经营者在市场内设立购物袋专营点（或兼营点），实行购物袋

统一采购、销售，遏制不合格塑料购物袋进入市场。（省商务厅、

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3）推广应用农膜减量替代技术和产品。鼓励生产、使用

全生物降解、强化耐候等新型地膜产品。开展农膜适宜性覆盖评

价，鼓励农膜覆盖替代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与示范推广，提高农膜

科学使用水平。（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

责分工负责） 

2．着力培育优化新业态新模式。强化企业绿色管理责任，

进一步推行绿色供应链，推广可循环包装、绿色物流配送、台账

记录等新业态新模式。 

（1）加强平台企业和商场管理。压实电商企业主体责任，

推动电商、外卖等平台企业制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量替代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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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减少自营环节一次性塑料包装制品使用，加强入驻商户管理，

定期向社会发布执行情况，主动公开减量成效。深化绿色商场创

建工作，通过入驻商户影响上下游企业减少或者控制源头使用塑

料制品包装。（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培育可循环包装等新型模式。以连锁商超、大型集贸

市场、物流仓储、电商快递等为重点，推动企业通过设备租赁、

融资租赁等方式，积极推广“共享快递盒”等可循环、可折叠包

装产品和物流配送器具，推动新产品新模式的规模化应用。（省

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邮政管理局等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3）培育绿色物流和配送体系。鼓励企业采用股权合作、

共同注资等方式，建设可循环包装跨平台运营体系。鼓励企业使

用商品和物流一体化包装，建立可循环物流配送器具回收体系。

鼓励企业采用“信用质押、超期扣款、回投返款”等模式，提高

可循环快递盒（箱）的使用率和回收率。（省发展改革委、省商

务厅、省邮政管理局等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3．着力增加绿色产品供给。提升绿色产品供给质量和效率，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动能。 

（1）推动传统塑料制品绿色化。塑料制品生产企业要严格

执行有关法律法规，生产符合相关标准的塑料制品，不得违规添

加对人体、环境有害的化学添加剂。推行绿色设计，提升塑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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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安全性和回收利用性能。（省市场监管局、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等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增加新型替代材料供给。积极采用新型绿色环保功能

材料，增加使用符合质量控制标准和用途管制要求的再生塑料，

根据服务对象的商品特点，加强可循环、能回收、易降解替代材

料和产品研发，减少原材料和能源消耗，降低应用成本，有效增

加绿色产品供给。（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规范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和处置。 

1．着力加强塑料废弃物回收和清运。结合生活垃圾分类和

农膜回收行动，做好塑料废弃物分类回收和清运。 

（1）推进生活塑料废弃物分类回收。扎实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鼓励各地建立完善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回收体系，提高塑

料废弃物等可回收物分类收集和处理力度，禁止随意堆放、倾倒

造成塑料垃圾污染。鼓励垃圾强制分类城市建设快递包装回收示

范城市。（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商务厅、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提升重点场所区域清运能力。在写字楼、机场、车站、

港口码头等塑料废弃物产生量大的场所，增加塑料垃圾回收接收

设施建设和投放，提高清运频次。落实船舶水污染物转移处置联

合监管制度。推动电商外卖平台、环卫部门、回收企业等开展多

方合作，在大型社区、商圈、高校等快递外卖订单集中区域投放



—9— 

快递包装、外卖餐盒等回收设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

运输厅、省商务厅、省邮政管理局等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

职责分工负责） 

（3）规范废旧农膜、渔网渔具回收。加快建立农膜循环利

用、农户积极捡拾、网点应收尽收、企业加工转化的农膜回收利

用体系，推进再利用价值不高的废旧地膜进入城乡生活垃圾分类

回收系统，提高废旧地膜处置率。进一步规范废旧渔网渔具回收

处置和综合利用，将渔具垃圾回收纳入渔港污染防治设施范围。

（省农业农村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着力推进高标准资源化能源化利用。提高塑料垃圾资源

化能源化利用比例，最大限度降低塑料垃圾直接填埋量。 

（1）推进高标准资源化利用。对具备再生利用价值的塑料

废弃物，推动资源化利用的规范化、集中化和产业化，推动相关

项目向资源循环利用基地等园区集聚，提高塑料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水平。重点推进国家级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鼓励其他有条

件的地方积极开展基地建设，培育废塑料规范化综合利用骨干企

业，提升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质量。（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推进高标准能源化利用。对分拣成本高、不宜资源化

利用的塑料废弃物，推进高标准能源化利用。进一步加强垃圾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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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处理能力建设，提高垃圾焚烧发电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标准和

运行管理水平，推进塑料废弃物等垃圾无害化处理与能源化利用

的全面提档升级，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3．着力开展塑料垃圾专项清理。统筹开展重要节点、重点

区域、关键领域塑料垃圾专项清理。 

（1）开展重要节点专项清理。加快生活垃圾非正规堆放点、

倾倒点排查整治工作，重点解决城乡结合部、环境敏感区、道路

和江河沿线、坑塘沟渠等处生活垃圾随意倾倒堆放导致的塑料污

染问题。（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等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开展重点区域专项清理。对江河湖泊、港湾及海滩塑

料垃圾污染情况进行摸排，组织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志愿者

开展江河湖泊、港湾塑料垃圾清理和清洁海滩行动。（省水利厅、

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等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

分工负责） 

（3）推进农业领域专项清理。推进农田残留地膜、农药包

装塑料废弃物、肥料包装塑料废弃物等清理整治工作，逐步降低

农田残留地膜量。（省农业农村厅、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和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实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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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塑料

污染治理工作，精心组织安排，切实抓好落实。省发展改革委、

省生态环境厅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工作机制，统筹指导协

调相关工作，及时总结分析工作进展，重大情况和问题向省委、

省政府报告。省生态环境厅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联合专项行动，加

强对塑料污染治理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重点问题纳入省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强化考核和问责。省邮政管理局制定快递领域三年

实施方案，推动行业相关禁限要求落实。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是塑

料污染治理工作的责任主体，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

法，实化细化政策措施，每年 1 月底之前上报上年度执行情况。

（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

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水利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邮政

管理局、南京海关等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

责） 

（二）健全法规标准。严格贯彻执行塑料污染治理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标识，根据有关要求，结合地方实际，

有序推进塑料污染治理相关地方性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标

识修订完善工作。探索建立塑料原材料与制成品的生产、销售信

息披露制度。探索实施企业法人守信承诺和失信惩戒，将违规生

产、销售、使用塑料制品等行为列入失信记录。（省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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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和设区

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完善支持政策。落实国家相关财税支持政策，加大对

符合标准绿色产品的政府采购力度。公共机构带头停止使用不可

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组织创建新型绿色供应链建设、废旧农膜

回收利用等试点示范。鼓励有条件地方选取一批试点企业，积极

探索可循环包装规模化运用等新产品新模式。支持专业化回收设

施投放，在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站点和快递营业网点设置快递包装、

可循环快递箱（盒）回收设施，消除设施进居民社区、地铁站、

车站和写字楼等公共场所的管理障碍。鼓励各地采取经济手段，

促进一次性塑料制品减量、替代。鼓励探索完善个人“绿色积分”

等制度，引导消费者使用可降解塑料制品和绿色包装。（省发展

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农村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

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科技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税

务局、省邮政管理局等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依托科技支撑。加大可循环、可降解材料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提升替代材料和产品性能。聚焦产业应用推

广需求，围绕低成本聚乳酸、生物基合成材料、新一代生物医用

塑料等可降解塑料相关技术方向，加快突破技术瓶颈，为后续大

规模产业化推广提供技术储备和支撑。整合各类省级科技计划，

从基础研究、产业关键技术、成果转化等各环节开展全产业链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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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布局，依托重点骨干企业和优势高校打造一批创新载体平台，

不断提升可降解、可循环材料产业的自主创新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省科技厅等部门负责） 

（五）严格执法监督。加强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严格落实

禁止、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部分塑料制品的法规政策。依法依

规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国家明令禁止的塑料制品，严格查处虚标、

伪标等行为。推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加强塑料废弃物回收、

利用、处置等环节的环境监管，依法查处违法排污等行为，持续

推进废塑料加工利用行业整治。行业管理部门日常监管中发现有

关塑料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的，应当及时将相关线索移交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由其依法立案查处。对实施不力的责

任主体，依法依规予以查处，并通过公开曝光、约谈等方式督促

整改。（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商务厅、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卫生健康委、省邮政管理局等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

分工负责） 

（六）强化宣传引导。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正面宣传和政策

解读，提高企业、公众对塑料污染危害性的认识和参与塑料污染

治理的积极性，引导公众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参与垃圾分

类，抵制过度包装。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站、新媒体等渠道

深入宣传塑料污染治理的工作成效和典型做法。引导行业协会、

商业团体、公益组织有序开展专业研讨、志愿活动等，利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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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机制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凝聚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良好氛围。（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商务

厅、省市场监管局、省交通运输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