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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南省全面 禁止生产 销售使用 一次性  
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琼禁塑办„2020‟3 号 
 
 

关于印发《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 
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工作实施情况评估 

考核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省全面禁

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各相关单位： 

为推动我省禁塑工作，建立健全我省禁塑工作考核激励机

制，我办制定了《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

料制品工作实施情况评估考核工作方案（试行）》。经省政府同意，

现印发实施。 

 

 

                   海南省全面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 

                  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10日 

（联系人：陈曦，电话：65853667）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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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工作实施情况评估考核工作方案（试行） 

 

为推动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以下简称“禁塑”）工作，建立健全我省禁塑工作激励机制，

推动形成部门分工负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根据

《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海南省全

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实施方案》（琼

办发„2019‟35号）等文件要求，制定本评估考核方案。 

一、评估考核对象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二、评估考核内容 

各市县（含洋浦经济开发区）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

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工作实施情况，重点对禁塑工作的组织管

理、专项工作推进、实施成效、宣传教育等方面进行考核，全力

推进我省禁塑各项工作。 

（一）组织管理。主要从组织领导、工作机制及工作信息报

送情况等方面进行考核。 

（二）专项工作推进。主要从专项执法、落后生产企业淘汰

关停、重点问题整改落实、回收利用、禁塑平台使用等情况进行

考核。 

（三）实施成效。主要从行业场所达标建设情况、替代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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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占有率、群众满意率、禁塑知识普及等方面进行考核。 

（四）宣传教育。主要从法规政策宣传、公众参与的情况进

行考核，并设置加分项，对禁塑相关工作进行积极探索取得成绩

的予以加分。 

三、评估考核方法 

（一）评估考核方式 

省禁塑领导小组办公室采取各市县自查自评与第三方评估

相结合的方式，对各市县禁塑工作情况进行年度考核。第三方评

估机构由省禁塑领导小组办公室遴选确定。 

受委托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应制定具体的评估方案，通过资料

查阅、现场走访调查、会议座谈等方式进行考核评估，最终形成

评估考核报告报省禁塑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三方评估结果将作为

省禁塑领导小组办公室考核各市县禁塑工作的重要依据。 

（二）评分方法 

考核实行百分制，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等四个等次。其中，90 分（含）以上为优秀等次，80 分（含）

至 89 分为良好等次，60 分（含）至 79 分为合格等次，60 分以

下为不合格等次（即未通过考核）；落后生产企业淘汰关停和主

要行业禁塑情况两项考核指标实行否决制。另外设置加分项,对

工作有创新、具有典型和示范意义、工作成效突出的，经认定可

予以加分，加分累计不超 6分。具体评分细则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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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估考核程序 

（一）自查自评 

各市县按本方案相关要求、评估考核评分细则开展自查自

评，编写本年度总结报告并准备相应的佐证材料，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提交至对应考核项目的考核单位。 

（二）实地评估 

省禁塑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第三

方评估机构按季度对各市县禁塑工作成效进行实地调查走访，年

底结合各市县自查自评情况对全年禁塑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年度

评估。 

（三）形成考核结果 

考核单位依照评分细则相关指标，结合各市县自查自评和实

地评估情况，对各市县各项工作的完成情况进行打分，将打分结

果报省禁塑领导小组办公室，省禁塑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第三方

编写形成考核报告。 

（四）意见反馈 

各市县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应于 3个工作日内向省禁塑领

导小组办公室提出书面意见，同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省禁塑领

导小组办公室视情况决定是否采纳各市县反馈意见或由第三方

评估机构对有异议的事项重新开展评估。 

五、考核结果运用 

（一）省禁塑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市县禁塑工作开展情况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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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考核结果年度依次排名并予以通报；对考核中发现的典型案例

进行内部通报，必要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禁塑工作评估考

核结果纳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考核体系，考核结果作为党政领

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二）考核不合格的市县，在考核结果通报后 10 个工作日

内，应书面向省禁塑领导小组说明原因，明确整改措施及期限。

整改完成后，将整改情况报省禁塑领导小组办公室。逾期整改不

到位的，由省禁塑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约谈相关市县领导小组

组长。 

六、其他 

各市县可及时向省禁塑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实施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省禁塑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对评分细

则组织修订。 

 

附件：1.各市县实施禁塑工作评估考核评分细则 

2.社区达标标准 

3.机关企事业单位达标标准 

4.商超市场达标标准 

 

 

 

海南省全面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10月12日印发 



 

 - 6 - 

附件 1                    各市县实施禁塑工作评估考核评分细则 

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得分 评分标准 考核方式 考核单位 

组织管理 
（9 分） 

组织领导 3  

（1）市县（含洋浦经济开发区，下同）设立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分管领导
及相关单位责任人，1 分。 
（2）市县主要领导负责禁塑工作，分管领导定期召开禁塑工作部署会议,
调度、通报禁塑工作进展，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2分。
发现未及时部署、协调重点工作的，不得分。 

查阅资料文件。 
省禁塑领导
小组办公室 

工作机制 

4  
（1）制定印发禁塑工作年度实施方案，明确年度重点任务，2分。 
（2）将工作分解落实到乡镇、衔道等基层组织，2分。 

查阅资料文件。 
省禁塑领导
小组办公室 

/  
因辖区内禁塑工作推进不力，被上级部门约谈问责的考核结果直接评定为
不合格。 

查阅资料文件。 
省禁塑领导
小组办公室 

信息报送 2  
（1）明确市县禁塑工作联络人，1分。 
（2）按求报送当年度工作总结和材料，1分。 

查阅资料文件。 
省禁塑领导
小组办公室 

专项工作
推进（31
分） 

专项执法 20  

（1）建立部门联合执法机制，明确成员单位及分工，1 分。 
（2）行政执法单位及执法人员通过文字、音像等方式对执法过程进行记录， 
5分。每发现一个案件卷宗材料不全的，扣 0.5分，扣完为止。 
（3）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督促、指导相关单位完成整改，6分。按违
法违规行为整改落实比例赋分。 
（4）执法检查、处罚、整改情况及时与禁塑平台联动，3分。按比例赋分。 
（5）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其中检查人员与对象随机抽取，2分；执法
情况及时公开，3分。均按比例赋分。 

查阅资料文件，
现场随机抽查违
法违规行为整改
落实情况。 
各市县综合执法
部门（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提供
相关资料。 

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 

重点问题
整改落实 

5  
对上级部门检查发现，以及媒体、公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及时进行查实整
改，落实到位，5分。未按进度按要求完成整改的，每个问题扣 1 分。 

查阅文件资料，
现场随机抽查整
改情况。 

省禁塑领导
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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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得分 评分标准 考核方式 考核单位 

落后生产
企业淘汰

关停 
/  

按要求淘汰关停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录中
相应塑料制品生产企业（或生产线），发现 3家以下（含 3 家）的，每家
扣 2分；发现 3 家以上的，考核结果直接评定为不合格。 

查阅文件资料，
现场抽查相关企
业。 

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 

农用地膜
回收利用 

3  
农用地膜回收率符合要求，3分。回收率大于 90%得 3分，回收率 85%-90%
得 2分，回收率 80%-85%得 1分，回收率小于 80%不得分。 

查阅相关资料，
回收率以各市县
农业部门提供数
据为准。 

省农业农村
厅 

禁塑平台
及 APP使用 

3  
（1）市县禁塑办成员单位全部按要求使用禁塑平台，1 分。按比例赋分。 
（2）市县禁塑办成员单位以及乡镇、街道等禁塑相关工作人员全部安装使
用禁塑 APP，2分。按比例赋分。 

现场随机抽查。 
省禁塑领导
小组办公室 

实施成效
（40 分） 

行业场所
达标建设 

30  

（1）明确城镇建成区社区、企事业单位，以及商场、超市、集贸市场等重
点行业场所考核对象，建立清单，5分。 
（2）城镇建成区社区达标率达 80%及以上，10分。达标率每低 1个百分点
扣 0.5 分，达标率低于 60%不得分，社区达标标准见附件 2； 
（3）机关企事业单位达标率达 90%以上，5 分。达标率每低 2个百分点扣
0.5分，达标率低于 70%不得分，机关企事业单位达标标准见附件 3； 
（4）商场、超市、集贸市场达标率达 80%及以上，10 分。达标率每低 1
个百分点扣 0.5 分，达标率低于 60%不得分，商超市场达标标准见附件 4。 

各市县提供场所
清单，现场随机
抽查。 

省禁塑领导
小组办公室 

替代品占
有率 

5  
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录中对应的替代品，
市场占有率大于90%的得5分；85%-90%的得4分；80%-85%的得3分；75%-80%
的得 2分；70%-75%的得 1分；低于 70%的不得分。 

现场随机抽查。 
省禁塑领导
小组办公室 

群众满意
度 

5  
民众调查满意率大于 90%的得 5分；85%-90%的得 4分；80%-85%的得 3分；
75%-80%的得 2分；70%-75%的得 1分；低于 70%的不得分。 

通过禁塑 APP 线
上调查确定。 

省禁塑领导
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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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得分 评分标准 考核方式 考核单位 

主要行业
禁塑情况 

/  

城镇建成区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商场、超市、集贸市场等主要行业，
每发现 1 个存在违规销售、使用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名录中塑料制品的场所，扣 1 分，最高扣 10分，发现违规销售、
使用场所大于 10 个的，考核结果直接评定为不合格。 

现场随机抽查，
抽查数量不少于
10 个。 

省禁塑领导
小组办公室 

宣传教育
与公众参
与（20分） 

宣传教育 15  

（1）组织辖区内针对中小学开展与禁塑工作相关的宣传活动不少于 10次，
5分。宣传活动不足 10 次的按比例赋分。 
（2）组织或发动民间团体、科研院校、商家等开展面向社会和公众禁塑宣
传活动（不含单独面向中小学生的活动），参与人员大于 100 人的宣传活
动每年不少于 10 次，5分。宣传活动不足 10 次的按比例赋分。 
（3）辖区内居民了解掌握禁塑相关法规政策，禁塑意识较好，5分。 

宣传活动查阅文
件资料和记录。 
禁塑法规政策普
及情况通过问卷
调查、现场访谈
等方式综合打
分。 

省委宣传部 

公众参与 5  
建立社会公众举报热线或平台，及时处理公众举报信息，5 分；未建立热
线或平台的不得分，举报信息处理不及时的每件扣 0.5 分，扣完为止。 

查阅举报信息处
里记录与档案。 

省禁塑领导
小组办公室 

加分项 
（6 分） 

工作经验
推广 

3  

（1）禁塑工作经验得到海南省政府、省禁塑办通报表扬，或得到省级以上
区域推广的，每项得 1 分。 
（2）禁塑工作经验经省级以上主流媒体报道 1次得 1分，在省级主流媒体
报道 1次得 0.5 分，同一内容重复报道的以最高级别报道为准，不重复计
分。 
上述（1）、（2）累计得分之和不超过 3分。 

查阅资料文件和
新闻媒体报道情
况。 

省禁塑领导
小组办公室 

制度创新 3  
制定优惠政策、措施，推动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研生产、销售和使用，促
进塑料制品回收利用。经评估具有推广价值的，每项得 1分，不超过 3分。 

查阅资料文件，
并走访调查。 

省禁塑领导
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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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社区达标标准 

项目类型 具体要求 分值 评分细则 

禁塑工作宣传 

（1）在社区主要场所显著位置设置禁止使用一次

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标识、标语，得 15 分； 
（2）开展禁塑相关现场宣传活动，普及政策法规、

倡导绿色生活，全年不少于 5次，得 10 分。 

25 

（1）社区主要场所包括社区办事处，小区、老年/青少年

活动中心，以及公园等人群易聚集区域。 

（2）主要场所全部未设置禁塑名录和提示标语，不得分；

部分未设置或设置内容不清晰不全面，0-15 分； 
（3）开展相关宣传、倡议活动少于 5次的，按比例赋分。 

塑料制品分类
回收情况 

（1）社区主要场所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

余垃圾、其他垃圾规范设置 4种垃圾桶，得 10分； 
（2）废塑料制品按照生活垃圾分类要求准确投放，

得 5分。 

15 

（1）部分场所设置未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桶，或设置

不规范的，按比例赋分； 

（2）废塑料制品分类投放不准确的，按比例赋分。 

禁塑巡查情况 
设置禁塑工作人员，定期监督巡查，记录巡查情况，
发现违反禁塑规定行为及时上报处理，得 20 分。 

20 

（1）设置禁塑工作人员(可兼职)，得 2分； 
（2）工作人员定期巡查管辖区域，平均每月不少于 1次，

并如实记录巡查情况，得 0-8分； 

（3）引导纠正居民错误行为，情节严重的及时向上级部

门报告并协助处理，得 0-10 分。 

一次性不可降

解塑料制品禁
止情况 

社区内禁止销售、使用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

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录中的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得 30 分。 

30 
社区内主要场所每发现一处销售、使用名录中塑料制品的

场所，扣 3 分，扣完为止。 

法规普及情况 禁塑等相关法规政策普及程度。 10 
通过现场访谈等方式了解社区居民对相关法规政策的掌

握情况，得 0-10 分。 

注：总分 100 分，得分在 70 分及以上为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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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机关企事业单位达标标准 

项目类型 具体要求 分值 评分细则 

禁塑工作宣传 

（1）在单位显著位置设置禁塑标识、标语，得 5 分； 
（2）针对单位职工开展使用可循环物品和全生物塑料降

解制品等倡议活动，倡导绿色生活，全年不少于 2次，得

5分。 

（3）结合党员活动、志愿者活动等面向社会开展禁塑宣
传活动，发挥表率作用，全年不少于 2次，得 10 分。 

20 

（1）单位（共用办公楼的以实际办公区域为准）
未设置禁塑名录和提示标语，不得分；部分设置

禁塑名录和提示标语，或者内容不清晰、不全面，

0-5分； 

（2）开展禁塑相关宣传、倡议等活动，全年少于
2次的，按比例扣分。 

塑料制品分类

回收情况 

（1）单位内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

垃圾规范设置 4 种垃圾桶，得 5 分； 

（2）废塑料制品按照生活垃圾分类要求准确投放，得 10
分。 

15 

（1）未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桶，或设置不规范

的，得 0-5分； 

（2）废塑料制品分类投放不准确的，得 0-10分。 

一次性不可降
解塑料制品禁

止情况 

单位食堂、办公区，以及主持举办的会议中禁止使用海南
省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录中的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得 40 分。 

40 

（1）抽查单位各类塑料制品购买记录与凭证，每

发现一次购买名录内产品的，扣 5分，扣完为止； 

（2）单位因违反禁塑规定被有关部门通报、处罚

的，一次扣 10分，扣完为止。 

绿色办公 
厉行节约，倡议职工在工作和生活中减少各类一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制品使用，得 15 分。 
15 

抽查办公区内职工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使用

情况，每发现一处使用情况扣 1 分，扣完为止。 

法规普及情况 禁塑等相关法规政策普及程度。 10 
通过现场访谈等方式了解单位职工对相关法规政

策的掌握情况，得 0-10分。 

注：总分 100 分，得分在 80 分及以上为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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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商超市场达标标准 

项目类型 具体要求 分值 评分细则 

禁塑工作
宣传 

（1）在显著位置设置禁塑标识、标语，得 8 分； 
（2）不定期播放禁塑宣传片/宣传语，得 2分； 
（3）开展禁塑相关现场宣传活动，普及政策法规、倡导绿色
生活，全年不少于 2次，得 10 分。 

20 

（1）未设置禁塑名录和提示标语，不得分；部分设置禁
塑名录和提示标语，或者内容不清晰、不全面，0-8分； 
（2）利用 LED 屏、广播等方式不定期播放禁塑宣传片/
宣传语，得 0-2 分； 
（3）开展相关宣传、倡议活动全年少于 2 次的，按比例
扣分。 

塑料制品
分类回收
情况 

（1）单位内部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
圾规范设置 4种垃圾桶，得 5 分； 
（2）废塑料制品按照生活垃圾分类要求准确投放，得 10 分。 

15 
（1）未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桶，或设置不规范的，得
0-5 分； 
（2）废塑料制品分类投放不准确的，得 0-10分。 

内部管理
制度与巡
查情况 

（1）对商超市场内商家明确禁塑相关要求，得 5分； 
（2）设置禁塑工作人员，定期监督巡查，记录巡查情况，发
现违反禁塑规定行为及时上报处理，得 20分。 

25 

（1）以协议或者公告明确告知各商家禁塑相关工作要
求，核查相关记录和通过商家访谈打分，得 0-5 分； 
（2）设置禁塑工作人员(可兼职)，得 4分； 
（3）工作人员定期巡查管辖区域内，平均每月不少于 1
次，并如实记录巡查情况，得 0-6分； 
（4）引导纠正商家错误行为，情节严重的及时向上级部
门报告并协助处理，得 0-10分。 

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
料制品禁
止情况 

禁止提供、销售和使用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制品名录中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得 30 分。 

30 

（1）每发现一处提供、销售、使用名录内塑料制品的，
扣 5 分，扣完为止； 
（2）违反禁塑规定被有关部门处罚或被新闻媒体曝光经
查属实的，每次扣 10 分，扣完为止。 

法规普及
情况 

禁塑等相关法规政策普及程度。 10 
通过现场访谈等方式了解商超市场内经营者对相关法规
政策的掌握情况，得 0-10 分。 

注：总分 100 分，得分在 80 分及以上为达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