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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案例研究

本章调查了塑料行业针对解决塑料污染问题的提
案或已通过的立法所进行的游说，以及近年来
企业分散、拖延和阻挠立法的策略在世界各地
的表现。首先，我们调查了这一趋势在美国是否
正在转变，因为在阻止产生有实际意义的立法和
将责任推给消费者两方面，美国的塑料行业已经
非常成功。其次，我们把重点放在最近通过的欧
盟SUP指令，以及塑料行业先是在欧盟层面，
后是在不同成员国的国家层面针对该指令的游说
活动上。随后，我们将研究该行业如何拖延并削
弱押金返还制度（DRS）在奥地利、西班牙、
法国、苏格兰和捷克共和国的实施。最后，我
们调查了塑料行业如何影响中国、日本、肯尼
亚、玻利维亚和乌拉圭的政策，这些国家都揭
示了企业应对指南中一系列因地制宜的策略。

4.1 关于本研究

如我们所见，塑料供应链上的公司已经发布自愿承诺，并成为一些旨在解决塑料污染的团体倡议的

一员。虽然公众可能把企业做出的这些承诺看作企业认真对待塑料污染的保证，但这种自愿的方式

也暴露出严重的缺陷。其中之一就是，这些承诺并非出于善意，实际上这些承诺反而常用于拖延或

破坏立法。如表2.1所示，公司不仅是“听起来不错的倡议”的成员，而且还经营并积极参与贸易协会

和其他组织，成立这些组织的初衷就是为了保护公司的利益， 帮助公司避免在经济或其他方面上对

自己所生产的垃圾负责，或使公司免于限塑令影响。

因此，我们对这些纸面上的承诺进行深挖，调查了决策者希望通过立法控制塑料危机时，塑料污染

企业是如何行动的。这项全球调查涵盖了跨越5大洲的15个国家，涉及世界各地的调查记者、研究人

员和专家，调查时间从2019年12月持续至2020年7月，研究范围从文献综述和对专家、记者、非政

府组织、从业者和决策者的采访，到申请信息公开和实地研究。有时我们还请专业摄影师来记录我

们对塑料的依赖程度——以及它所带来的灾难。

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强制回收令的实施情况，包括引入押金返还制度（DRS），还谈到了其他减

塑污的措施，包括从禁塑令到关于循环经济和垃圾管理的建议。我们还调查了被调查国家中其他活

跃的从业者的行动，包括大型零售商、全国性饮料行业、快消品公司、玻璃行业、绿点组织和回收

商。这幅图证实了我们的假设:塑料行业在努力正在积极地拖延和偏离塑料污染治理，以尽可能长时

间地维持行业的经营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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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cery stores vegetables wrapped in single-use plastic in China

Credit: Wen Bo 

 Bottled beverages in a supermarket in Hainan, China

Credit: Wen Bo

4.9. 中国:依靠可生物降解塑料

2019年，中国塑料制品年产量达8180万吨，同比增长3.9%1，约占世界总产量的25%2。中国还是世界上塑料最大的消费国，也是

塑料垃圾管理最差的20个国家之一，每年有882万立方米的塑料垃圾得不到合适的处理，其中至少有132万立方米的塑料最终被倒

进了海洋3，相当于用1米厚的垃圾填满两个紫禁城。

中国公民对塑料污染的意识和出多一份力的愿望也在稳步提升: 200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26%的公民参与了环保行为4，而十年

后的另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93%的中国消费者正积极减少购买一次性塑料制品5。2019年一项更全面的全国调查显示，94.6%的

受访者表示愿意对垃圾进行分类，但约有一半(51.6%)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的结果差强人意，还有39.1%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6。

从2007年执行不力的限塑令到2018年1月标志性的国门利剑行动，中国政府一直严令立法解决塑料垃圾， 这对全球垃圾管理产生

了深远影响。2020年1月，政府决定将旨在减少如餐具、吸管和袋子等一次性塑料的使用的塑料污染控制计划延长到20257年。但

关键在于，该计划没有约束力，也没有详细说明收集机制或目标，只是将制定具体的垃圾管理政策的权力下放给给省级政府。相

比于建设塑料按比例收集、有效回收或再利用系统，人们反而更重视在包装上使用“替代”材料(如可生物降解和可堆肥材料)。中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可生物降解塑料供应国之一，约占全球产能的20%，随着国家政策的扶持8，预计产量还将上升。然而在推广可生

物降解塑料方面却没有具体的指导方针，既没有规定其适当的用途，也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来避免随之而来的其他环境问题，这是线

性、一次性经济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尽管如此，中央政府发出了一个良性信号，即国务院的“无废城市”试点计划，其中包括垃圾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垃圾回收系统，以

及限制一次性塑料的生产，但该计划仍聚焦于生物降解性。16个城市被选为试点城市，重点探索减少塑料垃圾的城际合作和创新9

。然而，在中央政府努力监管塑料污染问题时，企业对这一问题的反应却一直不愠不火。

4.9.1. 4.9.1企业响应

201710至201911年期间进行的海滩清理和品牌垃圾统计显示，对中国海洋污染负有责任的企业类型有所不同，排名前五的企业分别

是康师傅(Master Kong)、娃哈哈(Wahaha)、怡宝(C’estbon)、农夫山泉(Nongfu Spring)和无处不在的可口可乐(Coca-Cola)12。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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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in the Sanya Daily announcing the progress of DRS

Credit: Sanya Daily

中一些品牌(如农夫山泉)对中国消费者来说是家喻户晓的名字，而其他则因其旗下产品而更为知名。这些

消费品牌的回应和举措凸显出，中国在收集、使用可回收材料、减少垃圾产量和再利用等关键领域进展

相对不足。除可口可乐的全球目标外(2025实现100%循环使用，2030回收包装材料至少50%)13, 大多数品

牌的各种策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为了对应尽责任敷衍了事，在最差的情况下甚至对塑料危机视而不见。

4.9.1.1. 颁奖

中国造成污染最大的品牌却对可持续发展夸夸其谈，甚至获得了各种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甚至官方媒体

(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颁发的企业社会责任奖，比如康师傅14被评为“CSR 2018中国优秀企

业”、“清洁生产企业荣誉称号”，娃哈哈15被评为“中国饮食业节水优秀企业”、“中国改善民生先锋”。许多

公司也在网站和出版物上显著地展示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但却没能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也没有提及任

何关于塑料或包装方面的问题。

4.9.1.2. 对塑料垃圾避而不谈

除了可口可乐之外，这些品牌还热衷于强调他们在应对其他可持续发展挑战方面所做的贡献，比如排放和

用水方面。无论是康师傅、娃哈哈还是怡宝，在公开的信息16中都很少提及塑料或回收利用，更不用说塑

料对环境的危害了。而农夫山泉官网上甚至查询不到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信息。此外，在2018年，

康师傅的评估显示塑料垃圾管理对其业务的潜在影响较小，对股东的重要性有限。17对这些塑料垃圾随处

可见且数量庞大的公司来说说，简单粗暴地忽略或不提及包装或污染问题是一种严重的不负责任行为。

这五个品牌的首席执行官或高管同时也是中国饮料工业协会（CBIA）的副主席，该协会与政府关系密

切。 CBIA是这些饮料品牌的坚定捍卫者。18有媒体发现包括可口可乐和农夫山泉在内的多个大型品牌出

售的PET塑料瓶中含有重金属锑，而该组织则对该媒体大加谴责 19

2018年，康师傅组织了一个由500多人组成的团队，包括学生志愿者，父母和工作人员，去重庆的一个小

岛上捡垃圾，并呼吁公众保护环境，却并未提及其作为中国最大的沙滩垃圾来源之一的地位。

4.9.1.3. 志愿收集还是表面功夫

中国的消费品公司已经启动了一些志愿试点项目，旨在显示他们在垃圾回收和收集所做的努力。但这似

乎并没有提倡强制性收集，也没有将这些试验扩大到其有限的时限或范围之外，包括由娃哈哈在第34届

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上赞助的临时活动摊位“空瓶回收计划：一起再制造”。邀请游客用饮料瓶回收机

（RVM）回收塑料瓶，并给予一件装在塑料瓶中新颖T恤或一瓶娃哈哈饮料作为奖励。20

怡宝则与盈创回收合作，于2016年参加了“绿色幸运星”试点活动。将瓶身贴有绿色贴纸的怡宝空瓶送至一

台由盈创设置在北京一家连锁超市的分类回收机的消费者，将获得小额返现。21然而这一试点计划并未推

广至全北京，也没出现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上。

最后，在2017年到2018年两年内，可口可乐在北京的学校和社区中设置了2000台饮料瓶回收机（RVM）

，鼓励回收塑料瓶，并打出了“我们关心”以及“保护环境要靠你我他”的口号。然而没有信息显示这一计划

是否成功，并且有迹象表明这项计划已经停止。22该公司还曾与位于上海的电商平台京东开展合作，利用

京东的物流系统充五万户家庭中去收集塑料瓶。然而这一计划仅进行了两周。

4.9.2. 海南省消失的押金制

海南省不仅是著名的旅游目的地，还是蓬勃发展的经济特区。当前，海南省每年要用掉12万吨的塑料。该省也是在控制塑料垃圾上

取得更大进展的省。其首都三亚是中国“无废城市”试点地区之一。海南正计划到2025年，针对不可生物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如

吸管，塑料袋和其他一次性餐具）实行禁令，23并于2020年12月正式实行。24在征求意见期间，海南省的塑料行业表示强烈反对，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也对此发表评论。25然而，该协会的前总书记在接受生物塑料行业采访时却对禁令表示肯定，26而该行业协

会的成员中至少有一位生物塑料生产商。

海南省还规定，回收塑料瓶应通过EPR系统进行管理；然而，正式发布该法规后，押金制却明显缺失。自2019年年中开始，文件

和媒体报道中明确提到押金制是一条在海南省探索的途径。27,28另一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也认为押金制已完成，并指出

海南将引领在中国建立存款系统的道路。29截至2019年11月，《三亚日报》称海南政府发布了``强烈信号，海南建立押金制将由

计划变为现实’’，并夸大了其对减少塑料垃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好处。30尽管获得了批准，但暗箱操作似乎在最后一刻破坏了押金

制。事实上，业内人士在我们的调查中表示，包括可口可乐在内的既得利益联盟在最后阶段了干涉了讨论，导致押金制无法实施。

此外，实地调查显示，当地企业和零售商极不愿意参加押金制，并指出，如果该系统不是强制性的，就几乎没有动力参与。时至今

日，押金制仍然是一个小型的、自愿的系统，仅在一些商店中实施，且鲜为人知。目前尚未知晓在福建和贵州实行的的类似押金制

提案是否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中国对塑料采取的行动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情况截然不同。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水平相比，声势浩大的政府行动

显得苍白无力。尽管就此问题进行立法的意愿令人振奋，但将注意力集中在末端解决方案上（如可生物降解的塑料）却难以振奋人

心，反而可能导致传统线性经济长期得不到改变。同时，公司也会远远落后于形势变化，许多公司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造成塑

料问题长期化。 随着海南成为在中国引入押金制的先驱，其显著失败是成为一颗巨大的绊脚石，并表明了跨国消费品公司的虚伪

行为，这些公司想要显得进步，

因为这关乎自身形象，但却不断

地竭力破坏进步的立法运动，以

摆脱法律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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