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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党支部

召开 2020 年第三季度党员大会

2020 年 9 月 30 日上午，省价格和产业品牌发展协会党支部

召开了第三季度党员大会，全体党员参加，会议由党支部书记

彭武迎同志主持。

会议主要有三个议题：

一是思想汇报。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分别做第三季度

思想汇报，支部书记彭武迎逐一作出了点评，他指出，希望广

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做工作，真抓实干谋发展，锐意进取、埋

头苦干，将协会发展作为工作总目标，齐心协力推动协会工作

高质量发展。

二是确定侯政杰同志为入党积极分子向大会征求意见。会

上，针对侯政杰同志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的问题，与会人员积

极讨论发言，认为侯政杰同志工作认真，团结同事，积极向党

组织靠拢，经举手表决，一致同意确定其为入党积极分子。彭

武迎书记表示，侯政杰同志应在日后工作中时刻以党员的标杆

严格要求自己，多向老党员学习请教。综合大会的意见，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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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决定同意侯政杰同志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并按党章要求，确

定两名培养联系人，定期对其进行培养和教育。

三是集中学习。会议全体成员认真学习了《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党支部书记彭武迎在学习时指出，所有党员必

须以认真学习态度，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

一思想认识，忠诚履职尽责，强化宗旨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政治要求，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克己慎行，守住底线，加强自我约束。

会议最后，党支部书记彭武迎对第四季度的党建工作提出

了具体要求，并希望全体党员一起努力，完善支部标准化建设，

全面提升支部党建工作质量，进一步发展和培养预备党员、入

党积极分子，为党组织源源不断的提供新鲜血液，充分发挥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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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广东省社会组织委员会

第 002 号党建工作站党建工作座谈会

2020年 10月 28日下午，中共广东省社会组织委员会第002

号党建工作站召开了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座谈会，

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党建处副处长汤爱萍、三级调研员夏甲林莅

临指导，党建工作站成员单位党支部书记、会长、党建工作专

职人员、联络员 3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省社会组织党委委

员、第 002 号党建工作站站长许晓玲主持。

会上，全体参会人员集中学习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三卷、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和

学习庄侃书记在广东省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培训示范班上的讲话

精神。学习结束后，许站长介绍工作站开展党建工作情况。她

指出，今年以来，各成员单位的党建工作取得较好成果，在脱

贫攻坚、抗击新冠疫情两项重大任务上，发挥了基层战斗堡垒

作用。目前，有两个成员单位成立了党支部，两个单位正在筹

备联合党支部，党员人数在不断上升。她强调，党的建设工作

是促进社团工作科学发展的坚强保证，要认真落实庄侃书记的

讲话精神，提升学习的自觉性、使命感、责任感，深刻把握《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核心要义，认真领会习近平在深圳特

区建设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提高

党建工作能力和水平，坚持“党建引领、党建促会建、互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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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工作原则，推动工作站各项工作高标准稳步发展。

在交流发言环节，工作站指导员、省爱国拥军促进会党支

部书记李乐仁分享了自身党建工作的一些经验做法，并现场指

导了上报台帐的工作方法。其他成员单位代表也纷纷发言。

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党建处汤爱萍副处长、夏甲林调研员对

此次座谈会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大家的发言给予了高度评价。

夏调研员指出，座谈会开得很好，不但组织严密，还氛围浓厚、

交流积极、达到了统一认识，希望工作站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

用心、用情、用力、用智，从而在新时代履行新使命，担当新

作为。汤副处长指出，工作站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充分发挥

了党对社会组织的引领作用，实现了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坚持了“一个核心”、发挥了“两个作用”、协调好了“三个

方面关系”、用好了“四个平台”、提供了“五个服务”、履

行了“六项职能”。她希望，各成员单位要坚持党建引领，党

建与业务融合。紧紧围绕党建促会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在新时代下，发挥更大、更突出的先锋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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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信息——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

《广东省禁止、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塑料制品

目录》（2020 年版）的通知

粤发改资环函〔2020〕1747 号

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委）、生态环境局：

为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确保完成各阶段目标任务，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意见》（粤发改规

〔2020〕8 号）和国家相关塑料制品禁限管理细化标准，省发展

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制定了《广东省禁止、限制生产、销售

和使用的塑料制品目录》（2020 年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附件：广东省禁止、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塑料制品目

录（2020 年版）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2020 年 9 月 21 日

（信息来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 6 -

附件

广东省禁止、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塑料制品目录（2020 年版）

一、禁止生产、销售的塑料制品
类型 细化标准 2020 年 9 月 1 日起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厚度小于 0.025 毫米
的超薄塑料购物袋

用于盛装及携提物品且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超
薄塑料购物袋；适用范围参照 GB/T 21661《塑料
购物袋》标准。

全省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 —— ——

厚度小于 0.01 毫米的
聚乙烯农用地膜

以聚乙烯为主要原料制成且厚度小于 0.01 毫米的
不可降解农用地面覆盖薄膜；适用范围和地膜厚
度、力学性能指标参照 GB13735《聚乙烯吹塑农
用地面覆盖薄膜》标准。

全省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 —— ——

以医疗废物为原料制
造塑料制品

以纳入《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废物分类目
录》等管理的医疗废物为原料生产塑料制品。以
回收利用的废塑料输液袋（瓶）用于原用途或用
于制造餐饮容器以及玩具等儿童用品。

全省范围内禁止。 —— ——

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用泡沫塑料制成的一次性塑料餐具。 ——
全省范围内禁止生产、
销售。

——

一次性塑料棉签
以塑料棒为基材制造的一次性棉签，不包括相关
医疗器械。

——
全省范围内禁止生产、
销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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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
品

为起到磨砂、去角质、清洁等作用，有意添加粒
径小于 5 毫米的固体塑料颗粒的淋洗类化妆品（如
沐浴剂、洁面乳、磨砂膏、洗发水等）和牙膏、
牙粉。

—— 全省范围内禁止生产。 全省范围内禁止销售。

二、禁止、限制使用的塑料制品

类别 细化标准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2026 年 1 月 1 日起

不可降解塑料袋

用于盛装及携提物品的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不
包括基于卫生及食品安全目的，用于盛装散装生
鲜食品、熟食、面食等商品的塑料预包装袋、连
卷袋、保鲜袋等。

全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
位食堂带头停止使用。广州、深圳城市建
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以
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禁
止使用。

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
和沿海地市县城建成
区的商场、超市、药店、
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
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
展会活动禁止使用。

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
和沿海地市县城建成
区的集贸市场禁止使
用。

一次性塑料餐具
餐饮堂食服务中使用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刀、
叉、勺，不包括一次性塑料杯，不包括预包装食
品使用的一次性塑料餐具。

全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
位食堂带头停止使用。全省范围内餐饮行
业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地级以上城市
建成区、景区景点的餐饮堂食服务禁止使
用。

县城建成区、景区景点
餐饮堂食服务禁止使
用。

——

一次性塑料吸管
餐饮服务中用于吸饮液态食品的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吸管，不包括牛奶、饮料等食品外包装上自
带的塑料吸管。

全省范围内餐饮行业禁止使用。 —— ——

宾馆、酒店一次性塑
料用品

酒店、饭店、宾馆、招待所客房等场所使用的易
耗塑料制品，包括塑料梳子、牙刷、肥皂盒、针
线盒、浴帽、洗涤护理品容器（如浴液瓶、洗发
水瓶、润肤霜瓶等）、洗衣袋等。

——
全省范围内星级宾馆、
酒店等场所不得主动
提供。

全省范围内所有宾馆、
酒店、民宿等场所不得
主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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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递
塑
料
包
装

塑料包装袋
用于快递寄递过程装载货物的不可降解塑料包装
袋。

——
全省范围内邮政快递
网点禁止使用。

——

一次性塑料编
织袋

由塑料编织布（或塑料编织布与塑料薄膜、纸张
等）制成，用于快递寄递过程装载货物的一次性
不可降解塑料包装袋。

——
全省范围内邮政快递
网点禁止使用

——

塑料胶带 快递封装使用的不可降解塑料胶带。
全省范围内邮政快递网点 45 毫米宽度及
以下的胶带封装比例提高到 90%以上。

免胶带纸箱应用比例
提高到 15%以上。

全省范围内邮政快递
网点禁止使用。

注：1.该目录涉及塑料制品类别的细化标准将根据实际执行情况进行动态更新调整。2.在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重大

突发公共事件期间，用于特定区域应急保障、物资配送、餐饮服务等的一次性塑料制品免于禁限使用。3.城市建成区，简称建成区，是指城市行政区域内

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区域，具体范围由城市建设规划部门确定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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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发展改革委 省市场监管局 省能源局关于

进一步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有关问题的通知

粤发改价格函〔2020〕1827 号

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委）、市场监督管理局，惠州市能

源和重点项目局，广东电网公司、深圳供电局：

2018 年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集中

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问题，取得了明显成效，转供电违法

加价乱象有了根本改观。但由于转供电加价问题历史较久、点

多面广、情况复杂，目前这一问题在我省部分地区、部分行业

仍不同程度存在，有些还较为严重，清理规范工作依然艰巨。

为切实减轻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电费负担，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决定在全省范围内进一步清理规范

转供电环节加价。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快推进“转改直”工作，从源头解决加价问题

（一）电网企业应按照“能改即改、应改尽改”的原则，

对具备直供电改造条件的转供电项目简化手续，优化程序，主

动服务，尽快实现直接供电，并按照目录销售电价结算；转供

电主体要积极创造条件，配合实施直供电改造。

（二）5G 基站的转供电改造应按照《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

于降低 5G 基站用电成本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9〕

337 号）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印发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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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加快推动 5G 网络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粤工信信软〔2020〕

96 号）的相关要求及规定，全面加快推进。

（三）电网企业因直供电改造增加的固定资产折旧和运行

维护费用等，按规定纳入输配电成本予以疏导。

二、完善细化价格政策，确保降电价政策落实落地

（一）各转供电主体应严格执行《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进一步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粤

发改价格〔2018〕375 号）的规定，特别是应将国家和我省降低

电价的红利，包括今年工商业等用户应收电费按 95%结算的红利

及时足额传导到终端用户。

（二）执行两部制电价、峰谷电价等政策的转供电主体，

可按照与电网企业当月结算的平均电价向终端用户收取，平均

电价指电网企业向转供电主体开具电费发票中的税价合计电费

总额除以电费发票中的对应电量。

三、创新优化方式方法，加强转供电环节价格监管

（一）各地要通过海报、宣传单、微信、短信、新闻媒体、

营业厅公示、客服人员入户等传统方式继续大力宣传转供电价

格政策。同时，学习参照深圳市的做法，制作并推广转供电价

格监测预警系统小程序等，设计红、黄、绿码显著标识和“转

供电历”等，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探索实行转供电不合理

加价查询与监督的新型管理模式。

（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巩固前期工作成效，以 5G 基站

和新能源车充电桩为切入点，继续加大对产业园区、写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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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综合体物业等转供电价格的检查力度。要进一步掌握和更

新本地转供电单位底数，建立台账明细；加强政策宣传，督促

转供电主体开展电价自查自纠，推进规范整改；多渠道掌握违

规线索，及时调查处理违规问题，对于长期拒绝执行转供电价

格政策的单位，要依法严肃查处，情节严重、影响较大的案件

给予曝光。

四、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能源局、广东电网

公司、深圳供电局联合建立清理规范转供电加价问题工作协调

机制。各地相关部门单位也要相应建立协调机制，价格部门要

加强宣传引导，及时解答价格政策问题；市场监管部门要畅通

维权渠道，及时受理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投诉举报，对

于违反转供电价格政策的行为，发现一起、处理一起；能源部

门要督促推动转供电改造为直供电工作；电网企业要充分发挥

熟悉情况、掌握技术、人多面广的优势，承担起调查摸底、上

门宣传，包括制作推广转供电价格监测预警系统小程序等具体

工作。各地要充分发挥协调机制作用，定期协商、分析研判、

加强督促检查，合力推动转供电加价问题的解决。

省发展改革委 省市场监管局 省能源局

2020 年 10 月 9 日

（信息来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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