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蔵友茨不姿函 〔2020〕 222号

美子印友《西蔵自治区美子避一歩加張

塑料汚染治理的実施亦法》的通知

各地 (市 )行署 (人民政府 )、 自治区各有美部|¬ :

笙白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現杵《西裁自治区美子逃一

歩カロ張塑料汚染治理的実施亦法》F「 友体イ11,清汰真貫御

落実。

附件:《 西蔵白治区美子逃一歩か張塑料
:澪

染治理的

実施亦法》

西蔵自, 員会 斤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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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西蔵自治区美子遊一歩加3■塑
料汚染治理的実施亦法

力貫御落実国家友展荻革委、生恣不境部 《美子逃一

歩か張塑料汚染治理的意見》(、 友羨不姿 〔2020〕 80号 )

精神孝口重点工作,全面か張限寺1生声、鋼傷、使用不可降

解塑料声品,芦把近輸流通美、市場准入美,避一歩奔実

塑料汚染治理挙措,結合我区実障,+1定本実施亦法。

一、急体要求

(一 )指♀思想

仝面貫物可近平生恣文明思想和芝
:島

十九大わ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仝会精神,貫御落実自治軍第九次党

代会わ区党委九届七次仝会蟹区党委径済工作・会洪精神

以及 自治区生恣不境保紗大会精神,堅持以人民力中Jむ
,

牢固樹立禾口践行緑色友展理念,有序禁止、限寺1部 分塑料

声品的生声、犠傷審使用,秋板推声春代声品,科学規疱

塑料皮井物回1交不1用 ,建立健仝塑料声品生声、流適、使

用、回1矢炎畳各不市管理+1度規疱,か大力度治理塑料汚

染,持須推劫美雨西裁建没。

(二 )基本卿 1

政府寺項治理。以 γ強化源共管控く衆集治理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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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右妓施策、上下1/1同 推邊"力 J凛 体原只1,朱合考慮各

地 (市 )、 城多和行立之同差昇,接照地貌城市、地 (市 )

所在城区、異城、多鎮及生恣功能区等不同功能区災1,分

期、分歩有妓治理塑料汚染。

録色循不71領。培育有不1子規疱目1久春循不不1月 、戒

少塑料汚染的新立恣新模式。以可循不、易回1矢 、可降解

力早向,探索、研友推声性能迭林、録色不保、径済造用

的塑料声品及替代声品。

社会多元共治。張化政府坑等71早 、監督管理,落実

企立主体責任,凝衆社会共諫,建立涵蓋塑料金生命周期

的汚染治理机寺1,劫 員会社会声淫参考:か快形成政府、

企立、行立姐鉄、社会共同参考的多元禁治体系。

(二 )主姜 ヨ林

至12020年嵐,率先在部分地 (市 )、 部分領城禁止、

限幸1部 分塑料声品鎖傷使用。至12022年 ;一次性塑料声

品消費量明呈城少,春代声轟得至1推声,塑料皮井物姿源

化能源化不1用 しな例大幅提升;在塑料汚染潤趣突出頷域禾ロ

屯商、Jl■遊、外美等新共領域,形成一オ)と 可隻帝1、 可推声

的塑料城量わ条色物流模式。至12025年 ,塑料声晶生声、

流愛、消費孝口回1矢炎畳等不市的管理寺1度基本建立,社会

多元共治体系基本形成,替代声品升友鹿用水平避一歩提

升,ア 地 (市 )所在城区塑料泣坂填埋量大幅降低,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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汚染得至1有妓控帝1。

二、重点任努

(― )芦禁生庁、4肖奪逹皮不保林准塑料庁品

仝区疱国内企立禁止生声、犠傷厚度小子 0。025竜米

的超薄塑料殉物袋、厚度小子 0.01竜米的禁乙帰友用地

膜。禁止以医庁疲物力原料寺1造塑料声品。仝面禁上皮塑

料斐 口。至12020年 嵐,全 区疱国内企立禁止生声審鎖害

一次性友泡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棉答;禁止生声合塑料

微珠的日化声品。至12022年嵐,仝区疱国内企立禁上犠

傷合塑料微珠的日化声品。升晨塑料驚物袋、衆乙帰水用

地膜等塑料声晶度量監督栓査,依法査た厚度小子要求的

声品。盤象区内市場監管執法^机終対:き右張+1性林准規

定、己熱入淘汰声品曰永的塑料声品弄展執法工作,か張

重大典型条件査亦力度。〔白治区姪藩わ信 :急
‐
化‐FT、 市場

監管局、友晨及革委、生恣琢境斤、水立水村斤、れ静海

美等部「¬和各地 (市 )行署 (人為嬉0接撃貴分工負貴〕

(二 )禁上、換幸1使用逹禁塑料オ品

1.不 可降解塑料声品。至12020年嵐 ,拉藤市城美区

轄区内所有商場、超市、葬店、ギ店等場所以及餐欽打包

タト美服券オロ各炎展会活劫,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水

貿市場規疱和限寺1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至12022年嵐 ,

実施疱国延伸至其化 6地 (市 )所在城区。至12025年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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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区域所右水貿市場合面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鼓

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城多結合部、多鎮和水村地区集市等

場所停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白治区市場監管局、商

券/T、 丈化/T、 液落友晨/T等部「1和各有美鬼 (市 )行署

(人民政府 )接撃貴分工負貴 〕

2.一 次ll■ 塑料餐具。至12020年嵐,仝 区疱国内容鉄

行立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拉藤市孝口各地

(市 )建咸区、景区景点的餐鉄堂食服券,禁上使用不可

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至12022年 底,仝区疱国内異城建

咸区、景区景点容依堂食服券,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二次性

塑料餐具。至12025年 ,ア 地 (市 )所在城区容鉄外共領

域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消耗温度下警 35%。 〔白治区

市場監管局、商券/T、 丈化/T、 雄落え晨/T千部「1わ各地

(市 )行署 (人民政府 )接撃貴分二負貴 〕 ■|.‐

3。真館、酒店 (民俗、客桟 )一次性塑料用品。至12022

年嵐,仝 区疱国内所有星貌真館、酒店等場所不再主劫向

消費者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可通辻没畳自動驚要机、提

供象充型洗浩亦1等 方式提供相美服券。至12025年嵐,実

施疱目延伸至仝区所有真館、酒店、民宿 (客桟 )。 〔白

治区旅落友晨/T、 商券FT、 市場豊管局等部「1和各地(市 )

行署 (人民政府 )接票貴分工負貴〕

4。
J決遊塑料包装。至12022年嵐,在 ア地 (市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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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的由「攻快遊回点,先行推声不使用或城少使用不可降

解的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編奴袋等,降低不可降解塑

料肢帯使用量。至12025年底,仝 区疱国内各由F ttJl■遊園

点仝面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編鉄袋

等塑料声品,井仝面推声痩身肢帯:逐歩降低肢帯使用率。

〔白治区郊政管理局和各鬼 (市 )行署 (人民政府 )接撃

貴分工負貴〕

(二 )拳声泣用番代庁品新模式

1.推声虚用春代声品。在推劫塑料声品禁上限寺1使用

的同時,か大替代声品有妓供給,避免
'“

一禁了え"、 “禁

面不管"、 “越禁越乱"。 以ア地 (市 )所在城区疱国内大

型商起、葬店、事店等商立妹合体力菫象 9仝面推声使用

不保布袋、妖袋等♯塑声品
～

可降解驚物袋,鼓励没畳自

動式、智慧化投放装置,方便群vAA生 活。推声使用生鮮声

品可降解包装膜 (袋 )ё 建立水貿市場驚物袋集中期鏡寺1。

在餐欽外美領域推声使用符合性能希口食品安全要求的結

行覆膜餐金等生物基声品、可降解塑料袋等替代声品。逐

歩在仝区疱国内,結合水芝措施規模化推声可降解地膜。

〔白治区商券斤、水立水村斤、市場豊管乃、丈化斤千部

「1和各地 (市 )行署 (人民政府 )接撃テ分工負貴〕

2.か快培育新立恣新模式。邊二歩張化企立録色変菅

目林管理,大力推行録色供虚鍵。強化対屯商、外共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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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企立入駐右数管理 ,寺1定 落共一次性塑料声品城量替代

実施方案,知化戒量替代量化指林,明 晩叶同表、路銭圏;

形成仁1逼机牛1,切実提高企立主体責任
～

自律豹束,推避

実施情尻及叶向社会友布。以逹鎖商超、大型友貿市場、

物流全儲、寺立市場、屯商快遊等力重点,推劫企立量辻

没各種賃、融資租賃等方式,釈板推声可循不、可折畳包

装声品春口物流配送器具。鼓励 ア地 (市 )所在城区大型商

場、逹犠超市、大型水貿市場升展共享賄物率拭点,方便

群食生活,提升録色春代声品使用妓率,降低使用咸本。

鼓励企立使用商品審物流一体化包装,建立可循不物流配

送器具回1矢体系。 〔白治区商券/T、 姪券和信 `急
化万、市

場豊晉局t部政管理局争部「1和各鬼 (奪 )行署 (人民政

府 )接照撃テ分工負貴 〕

3。か大録色声品供給。か張録色替代品供給保障,芦

把区タト避入我区塑料声品度量美,建立塑料声品度量機

査、城量使用与替代声品供給寺項工作机寺1。 区内塑料声

品生声、犠傷企立要戸格執行有美法律法規,生声、鏑害

符合相美林准的塑料声品,不得逍規添か対人体、不境有

害鈎化学添か亦1。 探索引避生声不可降解塑料声品実体企

立,植大春代声品生声能力,有妓降低使用咸本,秋教推

行緑色没汁、緑色生声,提升塑料声品的安全性わ回牧不1

月Jl■ 能。秋板推声釆用新型録色不保材料,か大使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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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量控寺1林准希口用盆管寺1要求的再生塑料声品,か張可循

不、‐易口牧、可降解替代材料オロ声品研友,接照国家出合

的塑料相美録色没汁声品林准,友布符合林准的声品清

単,友布可降解塑料等録色没汁声品名単,降低庄用咸本 ,

有妓増か録色声品供給。〔白治区市場豊管局、姪芥わ信

息イと斤千部「1和各比 (市 )行署 (人民政府 )接照撃貴分

工負貴〕

(四 )規疱塑料麦井物口掟オ1月 和走三

1。カロ張塑料疲井物回牧。深入推逃生活泣坂分炎,か

大塑料疲井物等可目1久物分炎1交集和処理力度,鼓励推声

分炎1欠集的塑料声品避行資源察合不1月 。在率堵、机場、

商立区、写字楼、学校、居民社区、重練旅ヽ落景点孝口党攻

机美亦公区等塑料皮井物声生量大的場所:増か投放没

施,提高清近頻次。秋板弓1早推功屯商タト共平
‐
台|、 不二部

11寺 回1久企立升展多方合作 ,在相美重点区域投放Jl■遊包

装、外美容金等回1矢没施;建立皮 1目 水膜回1丈体系,在仝

区重点水膜使用具(区 )集 中升展皮 1日 水膜回1丈寺項行劫ё

〔白治区住房裁多建没斤、交通近給斤、水止水村/T、 商

券/T、 姪芥和信 J忽化/T、 液洋え晨/T千部 Flわ各鬼 (市 )

行署 (人民政府 )接撃貴分工負貴〕

2.推逃資源化能源化オ1用 。推劫塑料皮井物資源化不1

用的規疱化、集中化孝口声立化,相美項目要向資源循不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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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地等因区集癸,提高塑料皮井物姿源化不1用 水平。分

株咸本高、不宜資源化不1月 的塑料疲井物要推避能源化不1

用,か ll■泣坂交燒友屯項目建没,か 張近菅企立近行管理 ,

碗保各炎汚染物穂定迭林排放,最大限度降低塑料泣坂宣

接填埋量。 〔白治区友晨及羊委、姪寿和信息イと斤、生恣

琢境斤、仁房裁多建没/T、 籠源局千部「1わ各鬼 (市 )行

署 (人民政府 )接撃貴分工負貴〕

3.升展塑料泣坂寺項清理。かll■ 生活泣教♯正規堆放

点、飯奮1点 泰卜査整治工作,重点解決城多結合部、生恣功

能区、不境敏感区、脆弱区、.湿地、道路稗江河滑銭、坑

塘洵渠等生活泣教随意仮夕1堆放尋攻的塑料汚染河題。升

展江河湖治塑料泣坂清理行功,升展友射牧区人居不境、

国、省千道路域不境、鉄路浩銭不境集中整治行劫,有妓

解決塑料 “白色汚染"1司 題。完善月毬料包装疲井物園牧炎

理寺1度 ,か大水田残留地膜監涙1カ 度 ,推逍水目残留地膜、

水葬化肥皮弁包装等清理整治工作,逐歩降低水田残留地

膜量。 〔白治舞水立水村斤、仁房裁多建没斤、生恣琢境

/T、 水オ1斤 、史近込輸FT千わ各比 (市 )行署 (人民政府 )

接撃貴分工負貴〕

(五 )鬼手主導保障体系

1。芦格執行法律法規春有美棒准。芦格落実国家塑料

汚染防治相美法律法規。芦格執行国家塑料声品禁上、限



tll冒 永利塑料声品録色没汁尋ス1。 芦格執行再生塑料反量

控+1林准,規 疱再生塑料用途6接照国家坑一規疱的可降

解塑料声品林沢体系,建立健仝屯商、Jl■遊、外美等新共

領域企立録色管理和澤介林准。研究対包装 |¬ 題突出的商

品升展包装通宣度分象汗倫,提 出差男1化管理措施6格一

次ll■ 塑料声品管控要求効入旅滋景区春星象実竹、酒店考

核疱目。完善塑料皮井物資源化能源化不1用 的不境保伊相

美林准。探索建立塑料原材料々寺1咸 品的生声、犠傷信ソ急

技露寺1度。探索実施企立法人守信承潜審失信懲戒,杵迪

規生声、犠害、使用塑料声品等行カタ1入失信t己 永。(白

治区え晨及羊委、姪芥和信″急化斤、生恣琢境FT、 旅洋友

晨斤、市場監管局千部「1接照黙貴分工後貴)

2.完 善支持政策。か大対象色包装研友生声、録色物

流科配送体系建没、寺立化智能化回牧没施投放透菅等重

点項目的支持力度。接照国家相美林准希口要求,研究寺1定

我区快遊包装、商品包装録色釆驚需求与林准指弓|,鼓励

釆驚人在釆驚需求中提出対快遊、商品包装的録色釆驚要

求,か大符合林准条色声品的政府釆賄力度。升展新型録

色供庄鍵建没、新声品新模式推声オロ皮 1日 水膜回1丈不1用 等

拭点示疱。支持寺立化回1久没施投放,消 除回1丈没施邊率

堆、机場、学校、写字楼、居民社区等公共場所的管理障

碍。鼓励各地 (市 )釆取姪済手段,促避■次性塑料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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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量、春代。落実好相美現行税1矢伐恵政策,包括熱税人

鋼各自声的不1用 皮塑料、皮 |ヨ 祭乙鮪 (PVC)帝1品 、疲悌

塑 (妖 4昌 、妖塑 )隻合妖包装材料生声的再生塑料帝1品 等

声品,符合相美技木林准春条件的,可 以享受増値税 50%

F「 征曰F退政策;鰊合不1用 資源生声声品取得的牧入汁算企

立所得税鹿熱税所得額吋城汁1交入;対象色包装升展研友

生声的,符合条件可以享受研友費用か汁オロ除政策。仝区

党政机美、事立単位、国有企立要帯共停止使用不可降解

一次性塑料声品;自 治区内政府机梅挙亦的各炎大型会

洪、会展等活幼禁止提供春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声

品。 〔白治区友晨皮革委、商券斤、財政/T、 税券局、目

介委、水上水村FT、 姪募わ信息化/T和着鬼 (市 )行署 (人

民政ズ→ 櫻撃貴分工負貴〕

3.か 張科技攻美。か張江河湖塑料泣坂及微塑料汚染

机理、監淑1、 防治技木孝口政策等研究:升展生恣不境影噛

々人体健康ス隆汗借。鼓励、支持具各条件的科研机梅、

高校、企立升展塑料泣坂及微塑料汚染机理、監瀕1、 防治

技木研究。升晨不同炎型塑料声品仝生命月期不境ス隆研

究汗倫。以降解安全可控性、規模化虚用姪済性等力重点 ,

升展可降解地膜等技木詮逓禾口声品盗迪。(白 治区科枝/T、

生恣琢境斤、仁房裁多建没/T、 求立水村斤、水オ1/T、 姪

募わ信息化斤等部「1接票貴分工負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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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芦格執法豊管。か張日常管理紳監督栓査,芦格落

実禁止、限寺1生声、鋼傷希口使用部分塑料声品的政策措施。

芦房打書辻規生声犠各国家明今禁止的塑料声品,芦格査

炎虚林、併林、貼牌等辻法迪規行力。か大塑料汚染朱合

執法力度,か張塑料疲井物回1え 、不1用 、炎畳等不市不境

監管,依法査炎逍法排汚等行力,持象推逃疲塑料か工不1

用行立整治。行立管理部 |¬ 々生恣不境保伊朱合執法部 |¬

建立査炎塑料不境汚染迪法迪規行力銭索共享、分析、炎

理机牛1,実現多部潤、芥lII同 、Jlt査史的高妓炎畳机牛1。

対辻法迪規責任主体,依法依規予以査え,か大/Ak升曝光

力度。 〔白治区市場監管局、生恣琢境/T、 商券斤、姪券

和信 J急化斤、住房裁多建没斤、友立水射/T、 丈化斤、液

落友晨/T、 岬政管理局千部「¬和各地 (市 )行署 (人民政

府 )接黙貴分工負貴〕          プ

三、笙象実施

(一 )か張鍾象領早。各地 (市 )、 区宣各有美部 1可

要高度重視塑料汚染治理工作,精 /む 盤鉄安排,切 実机好

落実。自治区友展荻革委、生恣不境斤会固有美部 1可 建立

寺項工作机寺1,坑等指早lJI瀾 相美工作,及叶恙箸分析エ

作逃展,重大情苑孝口1司 題及叶自白治区党委、政府被告。

白治区生恣不境斤会同有美部潤升展躾合寺項治理,か張

対塑料汚染治理落実情況的督促栓査,強化考核河責希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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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激励双推劫。各地 (市 )行署 (人 民政府 )要結合本地

実昧,寺1定寺項工作方案,実化如化相美政策措施。 〔白

治区各有美部「1和各鬼 (市 )行署 (人民政府 )接承貴分

工負貴 〕

(二 )か張宣告ワ1早。充分不1月 扱妖、声播屯祝、新

媒体、宣告杜等多紳形式,か大宣告塑料汚染治理的政策

法規、典型倣法的力度,提高公/AA対 塑料汚染危害性的汰

沢和参寺塑料汚染治理的秋板性,減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声

品,秋板劫員社会各隣晨声た参考生活泣坂分炎,提高声

大民/AA声 た鹿用塑料替代声品わ塑料声品録色循不不1用

意沢。注重友現わ及叶恙筆各地 (市 )各領域可愛寺1、 可

推声的径詮倣法,探索符合我区実障が各地 (市 )特点的

示疱帯劫性張的塑料汚染治理録色循不模式。釈板71早仝

民培春録色消費、文明消費、市釣使用、循不オ1用 的消費

模式孝口生活方式。71早行立lJt会、商立困体、公益盤鉄有

序升展を立研滅、志尽活幼等,声 だ凝衆共沢,菅造会社

会共同参考的良好気目。 〔白治区党委宣竹部、目信亦 ,

自治区生恣琢境斤、友晨及羊委、財政/1t姪芥和信息化

/T、 住房裁多建没斤、育券斤、市場豊管局、水止水村/T、

丈化/T、 交通近輸/T、 水オ1/T、 部政管理局、国資委、税

券乃千部「¬和各鬼 (市 )行署 (人民政府 )接撃ナ分工負

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