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2日，长沙某网红餐饮店，打包
纸袋准备充足。▲

12月22日, 长沙某星级酒店客房，木
质搅拌棒等替代了一次性塑料用品。

记者 和婷婷 摄

推广阻碍
调查

“传统的不可降解塑料袋的价格大概
在1.6万元一吨，但可降解塑料袋的价格则
基本是2.6万元每吨起步。在市场上，一个
生物降解塑料袋的价格通常会是普通塑
料袋价格的2到3倍。” 湖南省可降解塑料
产业创新联盟秘书长沈友良表示，就商家
而言，成本会是他们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长沙市发改委资环处处长彭婷婷介
绍，由于塑料使用面广，目前，在关于限塑

令的推进落实方面， 主管部门主要是先
从大商家入手，希望通过他们的影响力，
带动小商家和市民。 但使用一次性塑料
制品的商家中有很多小摊小贩， 他们环
保意识相对薄弱，监督难度较大，若要地
毯式排查，对人力、物力都是考验。

“整体来说，这次现场核查结果还是
超过了我的预期，但就长远来说，限塑令
的执行将任重道远！”彭婷婷说。

湖南省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处副处长邓逸涯介绍，我省积极贯彻落实
国家相关文件精神， 多措并举进展顺利。
长沙市作为湖南省治理塑料污染的“先行
先试”示范区，为加快推进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污染治理， 在今年9月成立了湖南省
可降解塑料产业创新联盟（以下简称联
盟），通过培育可替代产业链，在促进塑料
污染防治，引领产品更新换代，促进绿色
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按计划，长沙市区内所有的商场、超
市、书店、药店在2021年1月1日起将率先
使用可降解塑料袋代替一次性塑料袋，许
多公共场所将有可降解塑料产品销售，限

塑工作不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便。长沙
市‘先行先试’治理塑料污染工作成效明
显，得到了国家的表扬，我们将把长沙市
发改委、生态环保、商务、市场监管、工信
等部门协同合作，齐抓共管的创新管理经
验和模式进行推介。”邓逸涯说。

联盟牵头人周儆告诉三湘都市报记
者，联盟正在筹备开展“减塑禁塑供需见
面会” 活动。“通过活动， 可以让商场、超
市、 药店等需方进一步了解减塑禁塑政
策，市场替代产品情况，更能打通信息壁
垒，让供方了解需方的真实需求，解决此
次督查中诸多商家反馈的找不到正规的
可降解塑料生产商的问题。”

成本制约、难监督……
限塑执行任重道远

靠谱的可降解塑料生产商哪里找
近期将举行“减塑禁塑供需见面会”行业行动

背景

推行近两月，新版“限塑令”仍遇难题
长沙多部门现场走访核查，有商家反映替代品难寻 反馈：将举行“减塑禁塑供需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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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可宁（身份证号：4306811984****3215）：
你在担任张家界湘西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散拼业

务经理期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九十六条第（二）
项之规定。 本局于 2020 年 1月 15 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旅游法》相关法律法规，对你做出罚款壹万伍仟元整（15000
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因无法联系到你本人，委托送达也未成
功。之后，我局又通过挂号信邮寄，反馈的信息为非你本人签
收。 现本局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张文旅行
政罚字〔2020〕7 号），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
局（张家界市永定区南庄路 30 号）领取前述处罚决定书（联
系电话：0744-8380076），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并发生法
律效力。

请你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银行

缴纳罚款（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名称：张家界市财政局非税
汇缴， 开户银行： 工商银行张家界南庄坪支行， 账号：
1909010229219551192）， 并在汇款单上标注执收单位：张
家界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逾期不缴纳的，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
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你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六十日内依法向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或张家界市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 6个月内直接向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缴纳罚款，既不申请复议，又不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的，我局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张家界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2020 年 12 月 24 日

行政处罚送达公告

早在今年年初，“限
塑令”在全国就引起了一
波讨论热潮。

2020年1月16日，国
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
境部联合发布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
理的意见》，明确到2020
年底， 全国餐饮行业禁
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
塑料吸管。

相关规定出台后，
各省市也陆续出台了关

于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
相关办法， 加快推进限
塑令的脚步。 长沙发布
《关于在部分场所和领
域禁止、 限制使用不可
降解塑料制品的通告》，
要求自2020年11月1日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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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
袋； 城市建成区的集贸
市场， 规范和限制使用

不可降解塑料袋； 餐饮行
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
性塑料吸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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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级宾馆、
酒店等场所不再主动提供
一次性塑料用品。

对比可以发现， 关于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和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
管的时间， 长沙均比国家
要求时间提前了一个月。

时隔12年，“限塑令”在湖南再次升级，并把长沙市作为全省“先
行先试”地区，率先发布塑料制品禁限通知，距今已有近2月时间。

长沙限塑新政落地情况如何？商家、企业都准备好了吗？带着一
系列疑问，12月22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了长沙多家酒店、网红餐
饮店、集贸市场等地进行调查。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彭丛梅

各省市加快推进“限塑令”
长沙要求今年11月1日起实行

“限塑令”执行近两月，落地情况如何？

长沙开始执行最新
限塑令51天后，12月22
日，长沙市发改委、长沙
市生态环境局、 长沙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各
相关部门， 走访长沙的
商超药店、宾馆餐饮、集
贸市场、 批发市场等地
进行现场核查。

长沙最新限塑令执
行情况如何？ 商家准备
好了吗？ 带着一系列疑
问， 三湘都市报记者一
同调查。

星级酒店：
环保购物袋常见，

但还在提供一次性塑料
洗漱用品

纸质购物袋、布艺拖
鞋、 木质搅拌棒……12
月22日上午，记者在长沙
梅溪湖金茂豪华精选酒
店客房，看到该酒店许多
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替代
品。 但在客房洗手间，仍
然发现了整套的一次性
塑料制品的洗漱用具。

“我们坚决执行政
府要求，但作为服务业，
这中间会有一个磨合
期。”该酒店房务总监尹
波表示， 将响应政府号
召， 按要求撤掉客房内
相关的一次性塑料制
品，不主动提供。

尹波透露，目前，该
酒店餐厅已经采用了一
次性纸质吸管和木质搅
拌棒， 该公司还计划明
年初在客房采用蓄充式
瓶装沐浴液和洗发液，
减少浪费。

另外，在枫林宾馆大

门口，记者看到张贴的限
塑宣传海报十分醒目。

在客房内， 记者发
现， 该酒店采用了布艺
购物袋和可供重复使用
的塑料拖鞋。 客房内并
未发现一次性的塑料洗
漱用品。

“目前， 我们一般都
不会在酒店客房内放置
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洗漱
用品，只有客人打电话到
前台主动要求，我们才会
提供。但是，一些前来开
会的团队客人，通常会要
求我们提供一次性洗漱
用具，那我们就会尊重客
人的意愿，提前在客房准
备好。” 枫林宾馆办公室
主任良权介绍。

网红餐饮店：
一次性塑料打包袋

仍在使用， 但已采购环
保替代品

上午11时左右，记
者一行到达文和友海信
店， 在其最外部的外卖
打包处， 记者看到用来
打包的纸袋几乎摞满了
一面墙。

文和友内部的小摊
中，纸杯、纸碗也较为常
见， 但也有部分摊位采
用一次性的塑料碗和打
包盒，其中，就包括强哥
凉菜。

“这些塑料打包盒
是我之前采购的存货，
用完我就会更换成环保
的包装用品。目前，我们
公司也已经采购了可降
解的塑料袋。”强哥凉菜
老板赵华说。

“目前， 我们提供的吸
管都是纸质的。而且，我们
在12月17日还定制采购了
10万只可降解塑料打包用
品。此外，也向内部的各个
摊位告知，规定其1月1日后
不能再使用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 文和友服务部部长
刘玲说。

集贸市场：
限塑宣传告知基本到

位，但商家遇到替代产品采
购难题

12月22日上午，检查人
员先后对岳麓区、 开福区、
天心区的四家农贸市场限
塑令推广情况进行了检查。
其中，在长沙市开福区荷花
池农贸市场，商铺墙面及公
告栏内都贴上了关于限塑
令的相关文件通知。

“这种小于0.025毫米不
可降解超薄塑料袋不能再
提供给顾客， 作为商户，也
请你们配合不要购买此类
塑料袋。” 看到摊位上悬挂
着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
袋，市场负责人夏操法又不
厌其烦地对市场商户宣传
《长沙市进一步加强塑料污
染治理2020年工作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内容。

夏操法介绍，市场存在
的塑料污染问题主要就是
塑料袋的使用。目前该市场
差不多已经宣传一个月了，
市场90%左右的商户已经
知道文件内容，部分商户开
始使用新型材料塑料袋。还
有不少商户苦于没有找到
替代品，或者找不到符合要
求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生产
厂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