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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用品消耗量持续上升，对全球资源环境造成

了极大的压力。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的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塑料垃圾高达约3.53

亿吨，但其中只有 9%的被回收利用。中国是全球

塑料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每年生产塑料原材料

一亿多吨，消费塑料制品则达6000多万吨。然而

，中国在塑料消费过后的弃置环节，尤其是塑料

的回收再利用做的并不理想。 

 

 

  

  
 

目标 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目标 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目标 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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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世界共同面临的塑料垃圾问题 

图片来源：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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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20 年 4 月 29 日，国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修订，新修订

的法律自 2020年 9月 1日起施行。新法要点如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坚持减量化、资源

化和无害化的原则；禁止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鼓励和

引导使用可循环，可降解替代产品的基本原则；针对商品零售场所、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快

递企业等特定行业提出了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情况的报告义务。 

b. 2020 年 1 月 1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

见》，文件要点如下：对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提出不同的时间表；

推广应用替代产品和模式；规范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和处置；其中禁止、限制使用的塑料制

品有：不可降解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宾馆酒店一次性塑料用品、快递塑料包装。 

c. 2020 年 11 月 30 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

转型意见》的通知，文件要点如下：推进快递包装材料源头减量，加强快递领域塑料污染治

理，推动重点地区逐步停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编织袋，减少使用不可

降解塑料胶带，减少电商快件二次包装，推进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范快递包装废弃物回

收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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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推广使用环保布袋、纸袋等非塑制品和可降解购物袋 

b. 推行绿色设计，提升塑料制品减量化、安全性和回收利用性能 

c. 研发新型绿色环保功能材料 

d. 使用再生塑料，以及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替代材料 

e. 实施快递包装材料的无害化 

f. 推广可循环快递包装的使用率 

g. 推进快递包装材料源头减量、减少电商快件二次包装 

h. 加强快递包装回收、快递包装废弃物分类投放和清运处置 

i. 实施垃圾分类，加大塑料废弃物的可回收物分类收集和处

理力度 

j. 推动塑料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k. 健全相关的法规制度和标准 

 
  

图 2. 停止塑料消费 

图片来源：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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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快递行业绿色转型提速破解包装材料“垃圾围城”难题：使用循

环快递箱和回收快递箱再利用，并在上海的一些小区设置智能回

收机器；顺丰推出的快递循环箱“π-box”，可循环使用 70 次以

上；中通快递也推出了“回箱计划”，截至 2021 年底，共计投入

了超 2.4 万个回收装置；京东也推出了可循环使用的常温清流箱

、循环生鲜保温箱，截至 2021 年底，已累计循环使用约 2亿次。 

b. 美团外卖青山计划，已建成 350 个餐盒回收循环再生试点：2017

年 8 月美团外卖推出青山计划，三年来青山计划携手 110 家包装企

业探索外卖包装解决方案，建立了 350 个外卖餐盒回收与循环再生

试点，24 万公益商家入驻，在云南等地扶持 2800亩生态扶贫种植林。 

c. “无废城市”建设：深圳自 2019 年以来形成了超大

型城市“无废城市”建设保障体系示范模式、生活

垃圾全链条及细化管理模式、“厂内脱水+电厂掺烧

-智慧监管”污泥全量资源化利用模式、建筑废弃物

全过程管理模式、危险废物全生命周期智慧管控模

式。目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46%，工业固

体废物产生强度 32 公斤/万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率 91%，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59%，农

膜回收率 93%，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同时，实现生活

垃圾焚烧处理占比、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

秸秆与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城镇污水污泥无害化

处置率、医疗废物收集处置体系覆盖率“5个 100%”，

拆除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 99%，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d. 麦当劳中国向全国门店下达塑料吸管停用令，北上

广深千家门店先推：2020 年 6 月 30 日起，麦当劳

中国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近千家餐厅的堂

食及外带率先实施，消费者可通过新型杯盖直接饮

用不含固形物的冷饮，例如可乐。而珍珠奶茶、麦

旋酷等含有固形物的冷饮，以及麦咖啡冷饮，目前

仍将配备吸管。麦当劳中国表示，相关减塑举措将

于2020年内覆盖中国内地所有餐厅。届时，预计每

年约减少 400 吨塑料用量。 

  

图 3. 快递循环箱“π-box” 

图片来源：顺丰速运 

 

 

 

图 4. 深圳垃圾焚烧发电厂 

图片来源：NS 能源公司 

 

 

图 5. 麦当劳将在中国停止使用吸管 

图片来源：China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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