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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                                                                                                                                                                    (v(v(v(v7777))))    
                                                                膠袋徵費膠袋徵費膠袋徵費膠袋徵費實施兩年實施兩年實施兩年實施兩年後後後後                                                        

不織布袋數量急升不織布袋數量急升不織布袋數量急升不織布袋數量急升 96%96%96%96%，，，，膠料數量升達膠料數量升達膠料數量升達膠料數量升達 22227777%%%%        

    膠袋徵費實施兩年，政府利用偏面的數字證明膠袋徵費的成效、漠視因膠袋

徵費引起的污染，利用硬銷膠袋稅手段，增加市民負擔，影響民生，抺黑工業，

消極推動回收工作，亦沒有全面教育市民分別與認知綠色採購及增加市場對採購

環保產品的誘因，對此我們深感遺憾。自政府實施膠袋徵費後，徵費的購物袋數

字下降，但周邊的包裝產品數字卻明顯因膠袋徵費而上升。 

 

    政府一直報導徵費的購物袋數字下降，最近環保署調查發現有 75%市民指外

出購物會自備購物袋，但去年整體膠袋用量按年升約 6%。，但作為膠袋生產商，

政府公佈的數字實與我們生產的數字有距離，因此 2011 年 6 月，本會向 100 間

會員以及同業進行問卷調查，統計同業於膠袋稅實施以來，在成功收回的 7 成問

卷調查中，本會推算出整體膠袋的生產數量變化結果，調查結果顯示除了背心袋

與穿孔袋分別下跌 68%與 20%外，其他包裝都有上升趨勢。當中，不織布袋(即

環保袋，是用 PP 膠料製造的膠袋)有 96%升幅，而複合袋與垃圾袋則明顯有 35%

與 63%的增長，此消彼長，令整理膠料用量比急升 27%。由此可見，徵費未可

全面達到環保成效，更直接讓市民選用其他包裝物品代替被管制的膠袋。     
自自自自 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7777 日膠袋稅實施以來日膠袋稅實施以來日膠袋稅實施以來日膠袋稅實施以來，，，，各類膠袋的各類膠袋的各類膠袋的各類膠袋的數量數量數量數量變化變化變化變化 ( ( ( (圖圖圖圖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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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膠袋稅實施自膠袋稅實施自膠袋稅實施自膠袋稅實施後後後後，，，，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6666 月與月與月與月與 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各類膠袋的各類膠袋的各類膠袋的各類膠袋的數量數量數量數量變化變化變化變化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背心袋        - 68% 

穿孔袋        - 20% 

  垃圾袋        +63% 

不織布袋      +96% 

複合袋         +35% 

平口袋          +33% 

速遞袋、骨袋    +10% 

預先包裝袋:    +10% 

膠膜或保鮮袋     +15%             
自自自自 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7777 日膠袋稅實施以來日膠袋稅實施以來日膠袋稅實施以來日膠袋稅實施以來，，，，企業的塑膠原料使用量變化企業的塑膠原料使用量變化企業的塑膠原料使用量變化企業的塑膠原料使用量變化((((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膠袋徵費禍環保膠袋徵費禍環保膠袋徵費禍環保膠袋徵費禍環保，，，，害民生害民生害民生害民生 

環保徵費環保徵費環保徵費環保徵費 百物收費百物收費百物收費百物收費 推高通推高通推高通推高通脹脹脹脹 禍及市民禍及市民禍及市民禍及市民 

      由統計數字可見，被徵費的膠袋如背心袋、穿孔袋生產數量確有 68%和

20%的下降。可是卻換來更多其他重型膠袋 ，如不織布袋(PP 膠粒製造的環保

袋)、垃圾袋等的急劇升幅，當中不織布袋更有 96%的驚人增幅。政府公佈的數

字，表面上購物膠袋使用量降低，效果顯著，但同期紙袋、不織布袋、垃圾袋大

增，而且膠垃圾袋銷量更飆升 63%，互相抵銷後，膠袋總用量沒有減少，甚至不

減反增。整體行業用膠量更大幅升高 27%，反映徵費不但沒有減少用膠數量，反

而引致更多污染。因此，膠袋徵費花了市民的金錢，卻增加了堆填區的壓力。政

府至今沒有交待因膠袋徵費引致各種包裝物品、紙袋、塑膠用量的變化，因此大

15%15%15%15% 10%10%10%10%
27%27%27%27%

0%0%0%0%5%5%5%5%10%10%10%10%15%15%15%15%20%20%20%20%25%25%25%25%30%30%30%30%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兩年升幅兩年升幅兩年升幅兩年升幅 年度增幅年度增幅年度增幅年度增幅(%)(%)(%)(%)



 
 

會址:香港尖沙咀漆咸道南 107 -109 號中晶金融中心 15 字樓 電話: (852) 2394 5916      傳真: (852) 2399 0152      電郵: admin@hkpbma.org.hk  
 

- 3 - 

香 港 塑 料 袋 業 廠 商 會 
HONG KONG PLASTIC BAGS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眾不能全面了解膠袋徵費的成效，誤以為減少某種膠袋就助了環保，實際卻誤了

環保。 

 

     另一方面，膠袋是日常必需品，政府擴大膠袋徵費，進一步令商戶、生產

商成本增加，就擴大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一事，政府亦將原本的環保徵費責

任推到商戶身上，令商戶面對不收費就會受檢控的困境，以上種種令原本價廉物

美的包裝袋，成本上升，更令市民加重經濟壓力，進一步推高通脹。 

   

     政府的生產者責任制，將繼續出爐，進一步的垃圾分類計劃，更有意由垃

圾袋開始向市民收費，市民既要付膠袋徵費，亦將要多付垃圾袋費，更要付出各

種各類的環保收費，此舉令市民雙重付出膠袋收費，更令各類日用品成本上升。

價格持續上升，最終令到通脹百物貴，市民荷包「貧血」，搞不到環保，更害了

小市民。 

  

    本會支持環保，反對單一徵收膠袋稅。本會盼政府能真正參考外地成功的環

保方案，先搞好回收工作、教育市民正確的環保知識，最後才考慮徵費問題。     如有垂詢，請聯絡商會楊小姐，電話：(852) 2394 5916，或 傳真 (852)2399 0152 或 電郵至： admin@hkpbma.org.hk。                                        
 

                                                      香港塑料袋業廠商會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