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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污染公约 
促成旨在运用 
多层次治理方法来解决 
塑料污染问题的新全球 
协定出台 



背景  
 
塑料污染是地球面临的来自人类的最大威胁之一，保护海洋

环境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   

每年塑料垃圾产量约为2.75亿公吨，其中有多达1200万公

吨流入海洋，对生物的生计以及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

破坏。1  然而，塑料垃圾产量不断增加，加之废弃物管理方

面的失策与力有不逮，因此受害的又何止海洋，地球上的每

个环境都未能幸免，2 估算结果表明，上述原因造成的环境

污染，除了每年给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130亿美元的损失之

外，还是导致其他经济损失的元凶并且严重危害人类和环境

的健康。3  

这种塑料污染危机本质上是跨国界的，所以要彻底解决这个

问题需要全球联动。

近年来，海洋塑料污染已被列入国际议程。《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确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4.1指出：人类需要 

“在2025年结束之前，预防并且显著减少所有类型的海洋

污染，特别是来自陆地活动的污染，包括海洋废弃物和营养

物污染”，令塑料污染问题成为全球必须最先解决的事情。

联合国环境大会 (UNEA) 在其出台的一系列决议中也一再

强调了海洋塑料污染问题： 
 

 
1/6决议：海洋塑料碎屑和塑料微粒(2014)。UNEA 在其

开幕会议上强调预防的重要性，呼吁对海洋塑料污染采取全

面行动，要求开展广泛研究以查明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并且寻

找可行的应对措施。4,5 

2/11决议：海洋塑料垃圾和塑料微粒(2016)。UNEA 承认

海洋塑料污染是一个“全球关注的、严重度迅速攀升并且需

要全球紧急响应的问题”，强调了在概念方面达成共识并且

协调开展监测工作的必要性，指出了跨区域资源缺乏问题同

时要求联合国环境计划署 (UNEP) 评估国际和区域策略和

方法的效力。6,7 UNEP 审查完 18 项国际文件和 36 项区域

文件之后得出结论：“当前的治理策略和方法不足以驾驭全

局，无法充分地解决海洋塑料垃圾和塑料微粒问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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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塑料的产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50年将翻两番。 
每年有多达1200万吨的塑料流入海洋，现在已经有51万亿塑料颗粒 
存在于海洋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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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决议：海洋垃圾和塑料微粒(2017)。UNEA 强调了 

“长久杜绝向海洋排放[塑料]垃圾和塑料微粒的重要性”，

鼓励国家就此采取行动并且开展国际合作，建立不限名额 

的特别专家组以审查抗击所有来源的海洋塑料污染的可选 

方案，其中包括国际响应方案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策略和 

方法。9,10  
 
4/6决议：海洋塑料垃圾和塑料微粒(2019)。UNEA  

重申了长久杜绝向海洋排放塑料垃圾和塑料微粒的重要性，

进一步强调了“对塑料实施可持续的、贯穿其整个生命周期

的可持续管理以形成更多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包括 

但不限于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并且将探索技术和财务 

资源和财务机制以及审查国际响应方案的效力纳入专家组 

的工作范畴。11,12  
 

此外，国际海事组织 (IMO) 于2018年通过了《处理来自船
舶的塑料垃圾的行动计划》13，开始着手减少船舶和渔船造

成的塑料污染。无独有偶，《关于危险废物跨境转移及其处

置管制的巴塞尔公约》于2019年通过了修正案，旨在通过

变更某些有问题的塑料废物的管制状态，将其变成“事先知

情同意”程序的约束对象，从而更有效地管制这些废弃物的

跨境转移。14 
 
但是，今天的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为了防止塑料污

染海洋以及其他环境，国际社会需要出台一套专门的文件，

即制定一项关于塑料污染的公约，用以处理塑料从生产和设

计到废弃物预防和管理的整个生命周期。15,16 这项塑料污染

公约应当建立在现有的区域和全球框架基础上并且对后者有

补充完善作用：一方面，它允许后者在自己核心的能力领域

做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它为长久杜绝向海洋排放塑料污

染物的行为、为促成安全、公正并且能够保护气候系统的塑

料循环经济扫清关键障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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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支柱  
 
成员国在确定一些需要采取行动的领域之后，将其粗略地归类到 4 个行动支柱之下， 

这 4 个支柱构成了《塑料污染公约》的结构与概念框架： 

 塑 料 污 染 公 约

支柱 1
监测和报告

支柱 2
塑料污染预防

支柱 3
协调

支柱 4
技术和财政支持

监测、报告环境状态与环保措施实施情况的 减少塑料污染并且倡导安全的 
塑料循环经济的措施

协调与涉及相关主题的 
其他国际和区域文件的关系

向决策者提供技术支持，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务支持  

协调 
• 定义

• 方法（监测、报告）

• 标准化格式

环境监测
• 基线（海底、海水、海岸线、生物群、 

淡水、土壤）

• 指标种

• 塑料污染在海洋和其他环境中的演变

国家数据报告
• 国家数据目录和来源：

• - 新塑料的生产和使用

• - 回收塑料的生产和使用

• - 塑料废弃物管理

• - 塑料废弃物交易

• - 来自陆地的塑料

• - 来自海洋的塑料污染源

• - 塑料微粒

• 循环经济的演变与渗漏

国家行动报告
• 提交国家行动计划

• 定期审查与更新

定期全面评估
• 朝着全球目标前进

• 科学和社会经济学审查

全球目标 
• 长久杜绝排放

• 安全的塑料循环经济

国家行动计划
• 政策和立法：

• - 目标和市场限制

• - 废弃物预防与管理

• - 循环再生和二级市场

• 可持续的融资机制

• 基础设施投资

• 国际和区域承诺

塑料微粒
• 特意添加的（例如：微珠、肥料)

• 磨损（例如：轮胎、纺织品）

• 管理不善（例如：颗粒）

标准化
• 标签

• 关于产品设计和添加剂的限制要求

• 认证方案

• 自愿遵守的行业标准

新塑料的生产和使用
• 控制和质量标准

补救和遗留污染
• 协议和指导方针

来自海洋的塑料污染源（包括渔具）  
• 国际海事组织 (IMO)

• 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塑料废弃物交易
• 巴塞尔公约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和区域监管文件

化学物质和添加剂
• 《斯德哥尔摩公约》

• 《化学品综合管理战略方法》（SAICM）

生物多样性
•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 《移栖物种公约》(CMS)

• 国际捕鲸委员会 (IWC)

气候变化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农业

• 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跨区域知识交流
• 区域海洋公约和方案

•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科学评估小组 
• 定期全面评估

• 特别报告

社会经济评估小组
• 定期全面评估

• 特别报告

执行机构和双边机构
• 技术援助：

• - 能力建设和培训

• - 政策制定

• - 监测和报告

• 最佳做法和知识交流

财务资源和财务机制 

• 起动工作：

• - 能力建设和培训

• - 政策制定

• - 监测和报告 

• - 强化制度

• - 试点和示范项目

• 增量成本

实施和合规机制
• 实施指导方针

• 向未合规的国家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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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 1：监测和报告   
 
监测和报告是构成任何多边环境协定的一个基本要素。    
 
《塑料污染公约》将监测和报告环境状况视为一项至关重要

的任务，尤其重视监测和报告以下两个指标的变化：  
 
塑料污染的存在 - 环境监测  
监测塑料污染的存在，即采用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来跟踪

塑料在海洋和其他环境中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缔约

方需要构建一个协调的环境监测框架，这个框架对于其监

测对象有明确的定义，其中包括海床、海水、海岸线、生

物区系、被动捕捞的废弃物或其他事物（例如淡水和土壤

等）等。成员国还需要协同海洋环境保护科学事宜联合专家

组 (GESAMP) 和/或其他专门机构开展工作以制定明确的政

策，用以解答应该如何开展此类监测、如何协调各方面的工

作、由谁实施监测以及多久实施一次监测的问题。   
 
 
 

循环经济与泄漏 - 数据报告 
报告泄露到环境中的塑料量，即采用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来

跟踪国家在实现循环经济和减少泄漏目标方面的进展。这将

需要覆盖塑料的整个生命周期的报告——从生产、使用、收

集、回收到塑料废弃物管理。国家数据报告还能为制定、执

行、审查和更新国家行动计划提供便利，为监测国家层面的

进展和全球层面的集体进展创造条件。 
 
这些指标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将决定所用政策和措施的成

败，并且充当未来决策者的参考资料。目前，很多对于海洋

环境的监测工作是通过特设的团体、机构实施的或是以特定

的项目和计划的形式开展的，这些执行者的工作方式不统一

并且彼此之间缺乏配合，所以他们得出的数据在可靠性和交

叉可比性方面颇受质疑。至于报告，报告机制实际上并不存

在。因此，缔约方的首要任务之一将是设计并且建立一个井

然有序的监测和报告系统，该系统将通过定义、方法和形式

标准化，建立基线和详细数据目录。

上图：监测和报告不同环境中塑料污染的存在情况，将是新公约的 
关键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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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2 - 塑料污染预防  

《塑料污染公约》的首要目标是：

1. 长久杜绝向所有环境区间（陆地、海洋、空气） 
排放塑料；

2. 构建安全的塑料循环经济，即一个公正并且能够 
保护气候系统安全的循环经济。

全球协定将以国家层面的塑料污染减轻计划——即所谓的国

家行动计划——为核心，转化国际义务并且明确现在或未来

需要为减轻塑料污染而哪些具体的政策和措施。这些计划将

为缔约方所知悉并且辅以相关行动，从而解决与塑料微粒有

关的具体问题，确保整个塑料价值链的标准化。

国家行动计划 
国家行动计划——将其称为塑料污染减轻计划或许更合

适——将成为新塑料污染公约的基石，它们的作用在于将国

际义务转变为政策和立法，包括在国家层面贯彻执行的措施

和激励机制。这些政策和立法将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需要和

情况进行调整以做到因地制宜。例如，在一个农村/农业区域

面积广大但却缺乏废弃物管理基础设施的国家，政策制定者

可能会选择用一套“组合拳”来解决问题：一方面淘汰掉泛

滥的一次性塑料用品，另一方面将传统解决方案当作替代方

案加以推广，同时针对性地投资可行的、常规的分类收集和

回收活动。这项公约应要求缔约方承诺通报他们的塑料污染

减轻计划，缔约方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告其塑料污染减轻计

划的实施情况，并且定期审查并且更新这些计划。如果还做

了其他承诺，例如依照区域和其他国际文件而做出的承诺，

可以将这些承诺并入国家行动计划之中，从而将所有行动方

案整合成一个文件，形成一套完整的抗击塑料污染的国家行

动解决方案。国家行动计划中应包含通过立法来扩大生产者

的责任并且明确国家在塑料污染减轻目标的规定。 
 
塑料微粒 
初级塑料微粒污染是指尺寸微小的塑料进入环境，其中包括

在产品的生命周期因为磨损（例如：汽车轮胎、路标、纺织

品、人造草皮，建筑涂料）、意外泄漏（例如：颗粒）或 

因为特意添加（例如：在化妆品、清洁产品和控释肥料中的

微珠）而排放出来的塑料微粒。次级塑料微粒是较大的塑料

碎屑在环境中分解破裂产生的。塑料微粒是一种隐秘的污染

上图：颗粒是塑料工业的构成要素。几乎所有现存的塑料产品都是通过将颗粒融化
成型制成的，每年有多达23万公吨塑料泄漏到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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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其影响才刚刚为人所知。它们吸附有毒污染物，能够

形成比周围水体高100万倍的PCB和DDT集聚浓度。最近 

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平方米海床有多达190万粒塑料微粒， 

全球已知有2249种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因此受到影响。18,19 
这些污染物正在污染供人类食用的海产品，20 并以其他方式

（例如通过空气中悬浮的纳米颗粒和微纤维）威胁人类健

康。21 虽然一些国家和区域的法规已经在有意识地限制某些 

特意添加的塑料微粒的数量，但是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还有

很多。担心塑料微粒危害人类和环境健康的声音虽然存在，

但目前尚不存在要求在全球范围内禁止或严格限制使用特意

添加的塑料微粒的多边文件。 

标准化 
阻碍人们向循环经济目标迈进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关于产品

和回收材料的全球性标准的缺位，二级市场和循环经济被迫

为此买单。《塑料污染公约》应从标签、产品设计、添加剂

限制和认证计划的角度同时发力，系统性地解决这些问题。

这样多角度发力的目的在于构建全球塑料价值链的结构和组

织，通过协调配合地开展工作，做到在国家层面上积极改善

资源效率，推广最佳做法并且减少废弃物生成量。此外，缔

约方或许也可以考虑要求全球市场实施限制性规定，例如禁

止使用某些聚合物和添加剂并且管控有毒添加剂（例如干扰

内分泌的化学物质以及致癌物）的使用。 
 
新塑料的生产和使用 
要想长久杜绝向海洋和其他环境排放塑料，大幅减少塑料的

生产和使用是关键。为此，我们需要展开全球级别的谈判，

确定一系列可以限制并且逐步减少新塑料的生产和使用的管

控措施。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还应明确原生颗粒和树脂

的质量规范，允许循环经济将回收环节纳入其中。 
 
补救和遗留污染 
除了预防之外，协调各方面的力量来收拾环境中现有的 

烂摊子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目前，人们在补救方面不但投

入不足，而且倾向于各自为政，单兵作战，未见大规模奏

效。因此，《公约》缔约方需要协商制定既能够为所有环境

区间（陆地、海洋和空气）提供救济，又能确保受影响的群

落被修复完全的方案和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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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3 – 协调   

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些可以或者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来处理

涉及塑料污染各方面问题的公约和协定，它们触碰到了从渔

具到塑料废弃物交易等问题。  

 

但是，对陆地和海洋塑料污染采取的措施之间缺乏一致性和

协调。因此，新的《塑料污染公约》必须协调好自己与其他

国际和区域文件之间的关系并且将此事视为其在开展治理工

作时的一个核心任务，在促进彼此之间的有效合作和协调配

合的同时，充分意识到出台这些文件的团体是肩负着自己的

使命并且自具实力的独立团体。 
 
来自海洋的塑料污染源（包括渔具） 
全球目前已出台了一些旨在管制来自海洋的塑料污染源的 

多边环境协定，将来自渔船、邮轮、海上平台、港口和航运

作业等的塑料污染纳入其治理对象范围。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治理对象中大部分都在国际海事组织 (IMO) 和粮食及 

农业组织 (FAO) 的指令管制范围内，这些指令包括《国际 

防止船舶污染公约》(MARPOL 73/78)、《伦敦公约和 

议定书》、《港口国措施协议》 (PSMA)和 FAO《负责任 

的渔业行为守则》（包括《渔具标记自愿准则》）等。如果

我们对这些文件的内容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它们对某些事情

的处理方法迥异或者隐藏着重大的监管漏洞。同样地，它们

有时也不能清楚地界定监测、报告和执行责任的归属，特别

是在涉及渔具并且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掌握从港口

端采取必要措施所需的管辖权时。新的《塑料污染公约》将

设法弥补管制方面的空白并且确保一致性与协调。 
 
塑胶废弃物交易和管理 
塑料废弃物的国际交易量庞大，但是其最终处理结果却存在

欠缺透明性和责任归属不明的问题。一些文件或组织对这类

国际贸易有部分规范作用，其中包括《巴塞尔公约》（1989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等经济组织和多种区域

协定。新的《塑料污染公约》应配合这些文件和组织发挥作

用，确保针对塑料废弃物贸易采取的措施协调一致并且相互

补充，封锁塑料废弃物流入海洋和其他环境的渠道，同时确

保塑料废弃物的最终处理结果符合安全的塑料循环经济的 

要求。 
 
化学物质和添加剂 
究其本质，塑料是由不同类型的化学物质组成的，这些化学

物质中包括了添加剂。添加剂是在供应链的相应环节中添加

到聚合物中以改变其物理、热、电或美学特性的化学物质。

虽然人们曾一度认为这些化学物质和添加剂的生物化学特性

并不活跃，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些化学物质和添加剂中

有很多是对人类健康有毒害作用的，而且它们有能力穿过生

物膜，扰乱生理过程。这种毒害作用不但破坏了消费后塑料

颗粒二级市场，而且阻碍了安全的塑料循环经济成型。为了

消除这一顾虑，全球已出台了旨在限制和管制化学物质（包

括塑料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化学物质）的种类和数量的若干协

定。其中包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 的斯德哥尔摩公约》（2001年），以及不具约束力的

政策框架《国际化学物质管理策略方针》(SAICM)。然而，

绝大多数塑料添加剂都不在《斯德哥尔摩公约》管理的范围

之内，同时，塑料生产中的化学物质和添加剂使用情况仍然

存在相当大的不透明性。现有文件目前在维护人类和环境健

康以及推动安全的塑料循环经济成型方面力有不逮，一是因

为它们对于披露塑料中所含物质信息以及报告整个供应链中

使用的特定添加物的义务没有做出足够有力的规定，二是因

为它们对于这些物质和添加剂对健康的影响认知有限。新的

《塑料污染公约》将在贯彻预防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控制所

有添加剂在塑料中的使用来弥补这些不足。

生物多样性 
一些主张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物种的多边协定和组织以为减轻

污染（包括塑料污染）对自然系统的影响和追踪塑料在指示

物种中的变化以及塑料对指示物种的影响做出贡献。这其中

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移栖物种公约》和国际捕鲸委

员会等。  
 
气候变化 
塑料能够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并且导致温室气体排放迅速 

增加，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塑料的生产阶段，其次是在焚烧

和分解阶段。此外，塑料还能显著加快很多地区的气候遭受

破坏的速度（例如：塑料袋阻塞排水，加剧了洪水；塑料 

上图：向能源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出口废弃物的做法，助长了不可持续的 
塑料生产和消费，对世界各地的生态系统、工人和社区/群落造成了破坏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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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了珊瑚礁，暗中侵蚀当地经济赖以生存的、高度依赖于

气候条件的生态系统）。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的巴黎协定，为了在2050年实现净碳中和， 

必须对塑料的生命周期实施管理。开展这项活动以及其他 

旨在将塑料对气候的影响降至最低水平的行动，势必需要 

协调国家行动计划与 UNFCCC 的国家自主贡献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之间的关系。同样地，公约下

辖的科学机构应配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开展工作，确保准确且及时地核算塑料对气候的影响。 
 
农业 
农业塑料是在农业生产和销售时使用的塑料，包括温室膜、

青贮盖和包装袋、灌溉系统、营养颗粒、地道和覆盖。人类

每年生产、交易和使用的农业塑料高达数十万公吨，这些塑

料的用途包括抑制杂草生长、施肥、抵御恶劣天气和运输损

坏等。除了不可回收和处置不当这两个普遍令人担心的弊端

之外，最近的研究证实，随着时间继续推移，覆盖土壤的塑

料薄膜和微塑料肥料可能会降低陆地生态系统和作物生产

力，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然而，虽然有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担心这些问题，但是粮食及农业组织以及任何其他

相关监管机构仍未将农业塑料的使用纳入其管制范围之中。 
 
跨区域知识交流 
处理来自陆地的污染源的18项区域海洋公约和方案，在范

围、法律结构和效力方面各不相同。22 然而，这些公约和方

案组织相当于重要的区域实验室，拥有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以

解决区域特定问题的潜能，所以，如果条件允许，应强化它

们，让它们彼此之间可以进行知识方面的交流。

 
支柱4 - 技术和财务支持 
 
《塑料污染公约》要实现其目标，离不开技术和财务资源的

支持。除了设立一个秘书处之外，还需要投入更多的技术和

财务资源来支持决策并且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提供

援助。 
 
科学评估小组 
UNEA 已经意识到他们“迫切需要考虑加强科学政策接口和

全球协调、合作和治理”，并且“强化各级科学政策接口，

投入更大力量支持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23  为此，他

们需要增进“对海洋垃圾的命运、分布以及影响的理解”并

且呼吁“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为防止并消除塑料垃圾排

放而行动起来”。24 《塑料污染公约》要求在进行政策决策

时，应以现有的最有价值的科学知识为基础，要求常设科学

评估小组参考包括海洋环境保护科学事宜专家组 (GESAMP) 

在内的相关专业团体的专业意见。 
 
社会经济评估小组 
社会经济评估应为促成政策决策提供助力，能够从成本、经

济和社会影响的角度，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状、不作为以

及各种备选措施对于工人、家庭、不同性别的人以及原著居

民权利等的影响。 
 

右上图：全球级别的合作与协调对于解决塑料污染跨境 
转移问题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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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机构和双边机构 
在当前为解决海洋塑料污染问题而开展的区域级和全球级活

动中，有很多都是通过执行机构和双边机构实施的。《塑料

污染公约》应以技术援助的形式吸收这种现有的结构，在执

行机构和双边机构现有技术实力的基础上，开展能力建设和

培训、政策制定以及监测和报告方面的工作。此外，还应扩

大共享和推广最佳做法和知识交流的范围。 
 
财务资源和财务机制 
一项全球协定应包含一个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

提供财务支持以达到协助其执行并遵守协定之目的的机制。

这些财务资源可分为以下几类：(I) 起动工作，即能够帮助对

方扫清妨碍其遵守协定的障碍或者帮助对方获得遵守协定的

能力的必需活动，包括能力建设和培训、政策制订、监测和

报告、强化制度以及试点和示范项目；以及 (ii) 增量成本， 

即议定的、履行新承诺涉及的成本。这一财务机制应与多种

资金来源结合，并且确保“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能够贯彻

落实。  为了可持续地为塑料废弃物管理提供必要的资金， 

市级政府和国家政府需要采取经济和其他财务措施。为此，

塑料废弃物管理必须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做到自给自足，开展

管理工作所需的资金主要由从使用塑料中获利的经济行为者

（行业）提供。与财务资源供给有关的是交付这些资源的财

务机制，新公约需要就这个财务机制做进一步讨论和斟酌， 
需要从其他多边环境协定中的各种现有的财务机制中汲取经

验和教训并且评估它们在处理塑料污染方面的效力。 
 
实施和合规机制 
为了协助缔约方执行并且遵守《塑料污染公约》的规定，应

设立一个专门的机制（委员会），向没有能力遵守公约的国

家提供额外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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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缔结一项旨在对塑料的整个生命周期实施管理的新全球协定的主张在政界已成气候，证据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协定、宣言、
倡议和公约已经确立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措施并且决定了采取这些措施的先后顺序。其中包括最近出台的几项高阶区域和部长 
宣言，包括：  

•	 《北欧部长级宣言》，呼吁达成旨在打击海洋塑料垃圾 

和塑料微粒的全球协定，2019年4月。该宣言鼓励“…… 

其他感兴趣的行动者加入呼吁缔结一项新的全球协定的 

队伍并且积极参加联合国环境大会设立的不限名额的特别 

专家组。”26

•	 2019年7月通过的《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 
(CARICOM) 圣约翰宣言》称：“政府首脑们……强调 

了需要通过缔结一项全球协定来解决塑料和塑料为例污染

问题的迫切性，并且在此基础上，回顾了联合国环境大会

（2017年）第3/7决议以及终止向海洋排放垃圾和塑料 

微粒的长期目标。”27 

•	 第十七届非洲部长级环境会议 (AMCEN) 成果，2019年 

11月。《关于为实现非洲国家的环境可持续性和繁荣而采取

行动的德班宣言》称：“我们承诺支持旨在解决塑料污染的

全球行动，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更有效地参与

与塑料污染有关的全球治理事务中，包括加强现有协定和挑

选新的全球塑料污染协定。”28

•	 2020年3月的新《欧盟 (EU) 循环经济行动计划》规定： 

“[欧洲]委员会将……在国际上发挥领导带头作用，为推动 

全球就解决塑料问题达成共识而贡献力量，同时敦促欧盟以

循环经济的思维来解决塑料问题。”29

如今，各国部长、各国首都和各区域都在呼吁出台一项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公约来解决塑料污染问题，这一主
张在专门审查国际响应方案的专家群体中获得了广泛支
持；面对这一日渐高涨的呼声，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们
将在 UNEA 第5届会议（现定于2021年2月召开）上
再次会晤以讨论全球治理的下一步工作。

鉴于《塑料污染公约》是解决塑料污染、拯救我们的海
洋的唯一可行且有效的手段，UNEA 成员国应当支持 
成立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或同等职能机构刻不容缓地开始
展开关于《塑料污染公约》的构成要素和设计的谈判，
这一点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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