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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44号

《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已由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12月3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12

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2月10日

第一条 为了防治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推进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

合本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经济特区内禁止生产、运

输、销售、储存、使用下列一次性不可降解塑

料袋、塑料餐具等塑料制品：

（一）含有非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一次

性袋类，包括购物袋、日用塑料袋、纸塑复合

袋等商品包装袋和用于盛装垃圾的塑料袋；

（二）含有非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一次

性餐饮具类，包括盒（含盖）、碗（含盖）、碟、

盘、饮料杯（含盖）等；

（三）省人民政府根据实际确定的其他需

要禁止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具体禁止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种类

实行名录管理。禁止名录的制定和调整由省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论证评估后提出，报

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禁

止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工作的领导，制定工作计划，建立协调

机制，组织、协调、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

理职责，并将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负责禁止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一

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

据省人民政府和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负

责禁止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工业和

信息化、农业农村、住房和城乡建设、环境卫

生、财政、商务、交通运输等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负责禁止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一次

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生

态环境、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做好禁止

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工作。

第五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团体和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开

展禁止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工作。

鼓励和支持各类科研机构、生态环境保

护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开展各种形式的禁止

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活动。

公众应当减少使用禁止名录之外的一次

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组织开展禁止生产、运输、销售、储存、

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宣传活动，引导

公众增强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意识，使用全生

物降解塑料制品、纸制品、布制品等替代品，积

极参与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污染防治，推

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学校和幼儿园应当对青少年、儿童开展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污染防治知识普及

教育。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禁止生产、运输、销

售、储存、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宣

传，免费刊载、播放公益广告。

第七条 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显著位

置设置禁止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

录和提示标语。

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提供禁止名录内的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集贸市场、超市等经营场所的管理者应

当建立管理制度，及时制止在本场所内销售、

使用禁止名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的行为；制止无效的，应当报告生态环境、市

场监督管理等主管部门。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鼓励支持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替

代品的科学研究、生产、推广使用和一次性塑

料制品的回收利用，并给予适当的资金扶持。

对生产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替代品

和回收利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企业，按照有关

规定减免税收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全生物降解塑料

产业发展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和督促禁止名

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生产项目转型。

第十条 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应当严格

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省人民政府标准化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实

际情况组织制定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的相关

地方标准。

鼓励社会团体、企业制定并执行高于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相关技术要求

的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第十一条 鼓励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生产

企业向符合条件的认证机构申请产品质量认证。

第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建立全生物

降解塑料制品信息平台，将全生物降解塑料制

品生产企业信息和产品信息纳入平台管理，保

障全流程可追溯。

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全生物降解塑料制

品追溯体系，按照规定将溯源信息上传至全

生物降解塑料制品信息平台。鼓励生产经营

者采用信息化手段采集、留存生产经营信息。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应当加强对禁止名录之外的一次性塑料

制品的管理，建立和探索政府、企业、社会多

元化投入、回收、利用和处理的市场化运营机

制，合理安排回收网点，严格农用塑料薄膜等

一次性塑料制品清理、回收的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禁止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一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制品监督检查工作的组织协调，建

立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牵头，生态环境、旅游

文化、农业农村、交通运输、环境卫生、综合执

法等有关部门参与的联合执法机制，及时查

处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

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将生产、运输、销售、储

存、使用禁止名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的违法信息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公示，并纳入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依法实

施联合惩戒。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

理等有关部门履行禁止生产、运输、销售、储存、

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监督检查职责

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查阅复制有关文件和资料；

（二）向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了解有关情况；

（三）进入现场开展检查、取样；

（四）依法查封、扣押禁止名录内的塑料

制品和直接用于生产该塑料制品的原辅材

料、包装物、生产工具；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

管理等有关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时，有关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配合，不得弄虚作假，不得

拒绝、阻挠。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在

禁止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一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制品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或者突出

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生态

环境、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举报违反本

规定的行为。

生态环境、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

当将举报方式向社会公布。

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并将处理

结果告知举报人。

对实名举报并查证属实的，由查处违法行

为的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第二十条 违反本规定，生产禁止名录

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生

产，没收违法生产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货

值金额超过二十万元的，处货值金额等额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

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销售禁止名

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并处三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超过二十万元

的，处货值金额等额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

照。其中零售摊贩销售禁止名录内的一次性

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一次性不可降

解塑料制品，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运输、储存禁

止名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运

输、储存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并处一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超过

十万元的，处货值金额等额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经营者使用

或者提供使用禁止名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一次性不可降解塑

料制品，对单位处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零售摊贩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前款规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使用禁止名

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由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批评教育；拒不改正

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报告所在

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没收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对

单位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

以并处五十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未在经营场

所显著位置设置禁止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

料制品名录和提示标语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第二十五条 生产、销售全生物降解塑

料制品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查处。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在接受监督

检查时弄虚作假或者拒绝、阻挠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监督检查

的，由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拒

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依法吊销营

业执照；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

关依法给予处罚。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根据国务

院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定已经确定集中由

市、县、自治县综合执法部门处理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九条 在本省内经济特区以外区域

禁止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一次性不可降

解塑料制品，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2020年12月1日

起施行。2008年5月30日海南省第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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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废止。

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
（2019年12月3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广告

遗 失典 当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临高县皇桐镇工会委员会遗失

工会法人资格证书（正、副本），证

书编号：工法证字第 211200121

号；遗失工会法人法定代表人证

书，证书编号：证书号211200121，

声明作废。

▲罗丽芳（于2020年2月8日）遗

失居民身份证，证号:1401031964

04034825，特此声明。

关于呀喏哒商业广场项目（原银海一
号项目调整）规划设计方案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海桂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位于银海路北
侧,用地面积为10024.2平方米（约15.03亩）。2010年3月批复项
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33442.53m2（计容建筑面积
29071.05m2）,容积率2.9，建筑密度33.3%。现申报主要技术经济
指标为：总建筑面积16358.99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15672.4m2）,
容积率1.56，建筑密度31.49%，绿地率33.52%。为了广泛征求社
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
间：7个工作日（2月10日至2月18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m/
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
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
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
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62822440，联
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2月7日

关于博鳌·七修康养酒店项目（原博鳌华
堂苑度假村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博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博鳌海滨旅
游区,权属用地面积为33830平方米。2009年4月批复项目主要
技术经济指标为：用地面积为33830m2，总建筑面积4646m2,容积
率0.137，建筑密度7.57%，绿地率69.39%。现申报主要技术经济
指标为：建设用地面积15097m2，总建筑面积23258.5m2(其中计容
建筑面积 19198.5m2),容积率 1.272，建筑密度 25.16%，绿地率
42.58%。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
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月10日至2月18日）。
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
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
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
（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
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
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
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
0898—62822440，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2月7日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3时35分 印完：5时4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 本报记者 李磊

2019年12月3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

《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规定》，自2020年12月1日起实施。日前，

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就海南省禁止一次

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工作的有关情况，接受

了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问：《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规定》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全面禁

止在海南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塑料餐具。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通过制定《海南经济

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在全省范围内全面禁止生

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为

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表率。同时，治理塑

料污染已成为全球性问题，“禁塑”正在成为

世界各国保护环境的共同举措。

问：法规的主要内容包括哪些？有哪些

创新的制度安排？

答：《规定》起草和修订过程始终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全文共三十

条，制定了禁塑名录、替代品全流程追溯制度、地

方标准等一系列创新制度，对禁塑工作的责任

分工、禁止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范围、替

代产品供给、流通环节监管措施、违法行为的处

罚以及法律适用范围做出了明确要求。同时法

规还对替代品产业优惠政策、公众宣传教育、废

弃塑料制品回收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

问：《规定》和2008年颁布实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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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不同？

答：我省于2008年颁布实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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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限塑令”）。“限塑令”的出台和实

施，为我省防治塑料污染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

了宝贵经验。《规定》继承和吸收了之前工作所取

得的经验和做法，进行了充分的修订完善：

一是调整优化了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管理

要求。采取禁止名录制度，对具体禁止的“一

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提出禁止要求，不禁

止其他类型的塑料制品。通过调整名录实现

分批分阶段全面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的政策目标。

二是支持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替代

品的研发、生产和推广使用。在鼓励重复使

用的基础上，明确了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作

为替代品的管理要求，增加了替代品产业发

展规划、标准体系和可追溯制度等规定。

三是突出资源化回收利用。增加支持再生

资源产业、垃圾分类制度等规定，探索市场化运

营机制，推动一次性塑料制品资源回收利用。

四是提高违法成本。适度提高了违法行

为的罚款额度，提升法律的约束力度。

问：《规定》中提到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具体包括哪些类别？什么样的产品可以替代？

答：第一批拟纳入禁止范围的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主要为：含有非生物降解高

分子材料的一次性袋类，包括购物袋、日用塑

料袋、纸塑复合袋和垃圾袋；含有非生物降解

高分子材料的一次性餐饮具类，包括盒（含

盖）、碗（含盖）、碟、盘、饮料杯（含盖）。

《规定》明确了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纸

制品、布制品等产品以及可以重复使用的产

品可以作为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替代

品，目前上述类别的替代品生产技术比较成

熟，可以满足公众日常生活需求。

问：什么是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公众

如何辨别？

答：全生物降解塑料是指在自然界如土

壤和/或沙土等条件下，和/或特定条件如堆肥

化条件下或厌氧消化条件下或水性培养液

中，由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作用引起降解，并

最终完全降解变成二氧化碳或/和甲烷、水及

其所含元素的矿化无机盐以及新的生物质的

塑料。为方便公众在日常使用过程中辨别，

我省将发布《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通用技术

要求》，对在海南销售的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

做出规范，要求在商品包装上标注电子监管

码（二维码）和产品成分的三角标。

问：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替代品价格怎

么样？

答：从目前的市场调研情况来看，全生物

降解塑料替代产品价格比普通塑料制品的价

格略高，以超市塑料购物袋为例，普通塑料袋

分别是0.3元/个和0.5元/个，替代品价格约

为 0.5 元/个和 0.8 元/个。价格虽然有所提

高，但“禁塑”是希望大家尽可能减少一次性

塑料制品的使用，推动塑料污染减量化。

问：目前全生物降解塑料替代品产能是

否能满足禁塑后的市场需求？

答：根据前期调研，我省第一批拟禁止的

产品需求量约为6万吨，主要由省内外生产企

业供应，将采取以下措施保障市场供应：

一是引导省内企业转型升级。据了解，

省内现有生产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部

分企业已经开展相关转型准备工作，预计产

能最高可达到4万吨，主要产品是一次性袋

类，包括购物袋、垃圾袋、连卷袋等。

二是吸引省外企业投资设厂。我国是唯

一能够生产全种类全生物降解塑料树脂原料

的国家，树脂原料产能可达到30万吨/年，从

事全生物降解塑料改性和制品生产企业近百

家，众多省外企业对海南禁塑给予了很大关

注，政府将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欢迎

国内外企业到海南来投资设厂。

三是丰富替代品种类范围。全生物降解

塑料制品、纸制品和布制品等是目前主要的

替代品种类，但是随着科技进步，新型产品将

层出不穷，只要符合可循环、易回收和生物降

解要求的产品均可以作为潜在替代品种类。

四是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规

定》实施的主要目的是要减少一次性不可降

解塑料制品的使用，减少塑料废弃物对环境

的污染，积极倡导全社会形成绿色生产生活

方式，从源头上减少对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的依赖和需求。

问：《规定》具体奖惩措施有哪些？

答：处罚方面：《规定》明确了由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对违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提供

使用或使用禁止名录内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的行为进行查处，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在

第二十条至二十七条对销售、运输、储存或提

供使用禁止名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的违法行为规定了不同的处罚措施，并对

单位和个人、经营者和其他主体的违法行为

进行区分。奖励方面：对于在禁止生产、运

输、销售、储存、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或者突出贡献的单位

和个人，第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对其给予表彰、奖励。

问：公众有什么途径可以举报违反法规

的行为？

答：生态环境和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会

向社会公布举报方式，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

以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查证属实

的将会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问：如何监管通过邮寄方式从岛外购买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答：《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对

不同主体在运输、储存和使用等环节违反相

关要求的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海南本地单

位和个人通过邮寄方式从岛外购买违禁产

品，将按照上述规定进行处罚。

问：《规定》的具体实施日期是什么时

候？如何保障顺利实施？

答：为给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生产、

销售和使用等各方足够时间准备，《规定》将

于2020年 12月 1日起正式实施。实施

前，主要从以下四方面进行准备：

一是开展宣传教育。通过开展形式多样

的宣传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支持

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给销售者和使

用者留出足够时间准备，积极配合禁塑工作。

二是推动形成替代品产能。目前我省已

经有几家企业经过技术改造具备生物降解塑

料制品生产能力而且还有多家企业正在建设

和转型中，下一步将积极推动形成全生物降

解材料替代品本地产能来满足我省需求。

三是完善替代品标准体系。我省正在组

织制定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快速检测及通用

技术要求等地方标准，下一步将继续细化完

善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标准体系并推动形成

与标准配套的检测能力，为《规定》正式实施

后市场流通环节监管做好准备。

四是开展禁塑试点工作。按照全省禁塑

工作方案，今年上半年将启动试点工作，通过

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大型国有企业

等单位食堂，主要旅游景区、大型超市、大型

商场、医院等行业和场所开展试点，对禁塑各

项措施进行测试和评估，确保《规定》实施后

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本报海口2月9日讯）

防治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污染 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就《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