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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可降解塑料深度之二：复盘光伏，看可降解塑料发展之路 
 

1、可降解塑料与光伏行业相似度高，发展路径大概率相似 

可降解塑料与光伏行业相似度高。可降解塑料与光伏行业的高相似度主要
体现在：a.可降解塑料和光伏均为重要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b. 行业发
展初期市场需求水平低、未来潜在市场空间大；c. 产业发展初期高生产成
本阻碍行业推广、行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政策支持；三个方面。 

可降解塑料与光伏行业的发展路径大概率相似。作为重要环境问题的有效
解决方案，国家及社会都将从行业发展中受益，政府支持行业发展的意愿较
高。在国家有意愿推动行业发展，且产业高度依赖国家政策支持的背景下，
预计可降解塑料的发展路径将大概率与光伏行业相似。 

2、全国性禁塑限塑令落地在即，未来可降解塑料行业将进入高速发展期 

中央两度发文+各地政策出台，全国性禁塑限塑政策落地在即。中央政府分
别于 2020年 1月和 7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和《关
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分阶段设立禁塑限塑目标，提出到 
2025 年对不可降解塑料逐渐禁止、限制使用，并要求各地在 8月中旬前出
台省级实施方案。截止目前，已有 17个省市发布了地方性禁塑限塑相关政
策。中央两度发文，地方政策频出背景下，全国性禁塑政策即将落地。 

复盘光伏行业，全国性禁塑限塑政策落地后，可降解塑料有望进入高速发
展期。2013 年全国补贴政策大范围落地后，光伏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
2013-2018 年全国装机容量 CAGR 达 55.14%。与光伏行业相似，预计全国
性政策落地后，可降解塑料有望进入高速发展期。2018 年我国可降解塑料
需求仅 4.2万吨，我们测算未来政策落地后，外卖、快递、农膜三个领域市
场需求将达到 154.53万吨。若该政策目标在 2025年完成，则可降解塑料市
场 2018-2025年间 CAGR将达 67%。 

3、与光伏行业相似，欧盟对可降解塑料行业的经济支持办法有望在我国推
行。光伏行业发展过程中，国家支持补贴政策的制定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欧美
国家的相关支持办法，这一趋势有望在可降解塑料行业延续。2015 年欧盟
已经设立战略，表示会投入 1亿欧元并成立相关基金对可降解塑料行业公司
予以经济支持。未来我国可能参考欧盟的相关政策，进一步加码对可降解行
业的政策帮扶。 

4、参考光伏行业历史，随行业发展，可降解塑料产品成本及价格有望下行。
光伏行业发展进程中，技术进步、规模化水平提升及原材料价格下降有效推
动了生产成本下行。与光伏类似，未来政策推动行业发展后，可降解塑料也
有望受益于技术进步、规模化水平提高、原材料价格下降，实现成本下降。 

5、可降解塑料有望带动上下游行业共同发展。2013-2018年间光伏行业发
展有效带动了上游硅片、中游组件、下游电站的产业发展。与之相似，可降
解塑料行业未来发展也有望带动上游乳酸、丙交酯等原材料，中游聚合物合
成及塑料制品制备，下游垃圾分类降解等行业的快速发展。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可降解塑料产品技术突破不及预期、上下游
产业发展进度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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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降解塑料行业与光伏行业相似度高 

可降解塑料与光伏行业具有高相似度。2020年来，受益于《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
的意见》《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等政策发行，可降解塑料行业得到了
较高的市场关注。我们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可降解塑料行业与光伏行业具有较高的相似
性，主要体现在二者均为重要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下游潜在市场空间大，初期较高
生产成本阻碍推广、需通过政策支持实现行业发展和成本降低等方面。 

1.1. 相同点之一：均为重要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 

光伏：不可再生能源及化石燃料污染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我国能源资源有限，人均煤炭
储量只有全世界人均煤炭储量的 70%；油气更少,只有全球人均储量的 1/15，能源供给存在
较大问题。此外，化石燃料燃烧会对环境造成较大污染。光伏缩应用的太阳能可再生，无
枯竭危险，无环境污染，且不受资源分布地域的限制，可在用电处就近发电，是不可再生
能源及化石燃料污染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 

对比不可再生能源及化石燃料污染问题的解决方案，光伏具有较大优势。不可再生能源及
化石燃料污染问题的解决方案除光伏外，还有风能发电、核能发电。风能存在风速不稳定，
利用受地利位置限制严重，转换效率较低等劣势。核能则存在可能发生核泄漏事故导致严
重危害，放射性废物治理存在隐患等劣势。与二者相比，光伏产业无环境污染，且不受资
源分布地域的限制，具有较大优势。 

可降解塑料：白色污染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白色污染指废弃在环境中的废塑料包装物及
废农膜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可降解塑料具有实用性、降解性和安全性，若能得到大规
模推广，可使生活中包装、餐盒等塑料制品实现在环境中的安全降解，有效解决白色污染
问题。 

对比白色污染的其他解决方案，可降解塑料具有较大优势。白色污染的其他解决方案有纸
制品、再生塑料等。大部分纸制品无法防水，作为包装实用性较低，可防水的纸制品一般
包含树脂成分，同样具有难以降解的劣势。再生塑料的重复利用则需要在使用寿命结束后
经过回收、集中、分类、处理，回收及再处理成本高，再生后的塑料性能较再生前也会有
所下降。与纸制品和再生塑料相比，可降解塑料兼具实用性和降解性，可实现生活中的广
泛应用，且无需回收再处理，具有较大优势。 

综上所述，可降解塑料和光伏均为重要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产业的大规模推广可使
白色污染问题、不可再生能源及化石燃料污染问题得到解决，国家和社会将从行业发展中
受益。 

1.2. 相同点之二：行业发展初期市场低，未来市场发展空间大 

光伏 2009年装机容量仅 370MW，至 2019年装机容量增长 552倍：2009年财政部、科
技部、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实施金太阳示范工程的通知》，以推动光伏产业的发展。
行业发展初期，我国光伏装机产能水平低，2009年装机产能仅 370MW。在国家政策大力
推动下，十余年来我国光伏产业快速发展，2019年我国光伏装容量达 204.3GW，较 2009

年扩大 552倍，CAGR达 88.02%。 

图 1：我国光伏装机容量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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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能源局，UP光伏屋顶地图，天风证券研究所 

可降解塑料 2018年对塑料消费量渗透率仅 0.04%，未来市场增长空间达 36倍。目前我国
尚未实现可降解塑料的大规模推广。2018年我国可降解塑料需求量仅 4.2万吨，塑料消费
量达 1.09亿吨，可降解塑料渗透率仅约 0.04%。根据我们在 7月 22日发布的深度报告《可
降解塑料：政策风将起，未来大可期》中测算，政策落地后，仅外卖、快递、农膜三个领
域未来可降解塑料需求将达到 154.53万吨，对比我国当下 4.2万吨的市场需求量，市场增
长空间达 36 倍。考虑到未来可降解塑料下游应用领域的规模提升和产品渗透率的提高，
对应市场还有进一步增长空间。 

表 1：下游应用市场需求及容量 

行业应用 市场需求（万吨） 市场容量（亿元） 

快递 92.35 147.76-175.47 

外卖 22.18 35.49-42.14 

地膜 40 64-76 

合计 154.53 247.25-293.61 

资料来源：《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作者：陆海旭）、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行业规模和未来增长空间方面，光伏和可降解塑料在行业发展初期市场规模均较低，并都
拥有较高的市场增长空间。行业市场空间大，未来成长性高，大规模推广后将有助于拉动
经济和就业。 

1.3. 相同点之三：生产成本高，需依靠政策支持予以推广 

光伏产业发展初期，发电成本为火电电价的 5倍，高成本为阻碍光伏产业大规模应用的重
要原因。2009年，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系统成本中电池组件成本约 20元/瓦，安装应用成
本平均约 20元/瓦左右。在国家对光伏产业进行补助前，发电成本约为 2元/度左右，其成
本是火电平均上网电价0.38元/度的5.2倍。光伏行业的高建设成本是其在国家政策补贴前，
难以实现大规模应用的主要原因。 

图 2：光伏产业发展初期发电成本为火电电价的 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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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索比光伏网、北京星光伏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国家支持补贴政策是光伏行业推广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政策方面，国家一方面鼓励各电
力用户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另一方面对光伏上网电价予以补贴，使光伏行业公司在
高成本的背景下依然能够实现盈利。自 2009 年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如《关于实施金太
阳示范工程的通知》《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均规定
需要对光伏产业进行支持和补贴，推动了行业的规模化应用。 

表 2：国家对光伏产业支持政策 

发布时间 发布方 政策 要点 

2013 国务院 《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 

2013—2015年，年均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1000万
千瓦左右，到 2015年总装机容量达到 3500万千瓦以
上。加快企业兼并重组，淘汰产品质量差、技术落后的
生产企业，培育一批具有较强技术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
力的龙头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多晶硅
等原材料自给能力和光伏电池制造技术水平，显著降低
光伏发电成本，提高光伏产业竞争力。保持光伏产品在
国际市场的合理份额，对外贸易和投融资合作取得新进
展。意见还提出大力开拓分布式光伏发电市场、抑制光
伏产能盲目扩张、加强配套电网建设、完善电价和补贴
政策、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等要求。 

2014 国家能源局、国务
院扶贫办 

《进一步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关
政策的通知》 

明确政府对分布式光伏的长期支持态度，并针对上述难
题开出"全额上网"电站享受标杆电价、增加发电配额、
允许直接售电给用户、提供优惠贷款、按月发放补贴等
一系列新政。 

2015 国家能源局 《国家能源局关于下达 2015 年光
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光伏扶贫试点省区（河北、山西、安徽、宁夏、青海和
甘肃）安排专门规模用于光伏扶贫试点县的配套光伏电
站建设。鼓励各地区优先建设以 35千伏及以下电压等
级（东北地区 66千伏及以下）接入电网、单个项目容
量不超过 2 万千瓦且所发电量主要在并网点变电台区
消纳的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原则上单个集中式光伏电
站的建设规模不小于 3万千瓦，可以一次规划、分期建
设。 

2016 财政部与国家税

务总局 

 

《关于继续执行光伏发电增值税政
策的通知》 

继续对光伏发电实行增值税优惠政策，自 2016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对纳税人销售自产的利用

太阳能生产的电力产品，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50%的

政策，已征的按本通知规定应予退还的增值税，可抵减

纳税人以后月份应缴纳的增值税或予以退还。 

2017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能源局 

《关于 2018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

的通知》 

采取了分类调控方式对需要国家补贴的普通电站和分
布式电站建设规模合理控制增量，对光伏发电领跑基地
建设有序推进，对光伏扶贫和不需国家补贴项目大力支
持，有序发展；加快光伏发电补贴退坡，降低补贴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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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加大市场化配置
项目力度。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中国政府网、国家税务总局、天风证券研究所 

目前可降解塑料生产成本是传统塑料的 2-3倍，高价格、高成本成本阻碍了其大规模应用。
性能相同的条件下，生物降解塑料的成本及价格是传统塑料的 2-3倍，严重限制了生物降
解塑料的大量应用。PLA 的价格为 1.6-1.9 万元/吨，生产成本为 1.4 万元/吨；PBAT 的价
格为 1.9-2.1万元/吨，生产成本为 1.7万元/吨。而传统塑料的价格和成本水平则大幅低于
PLA和 PBAT，如聚乙烯的价格为 0.7-0.85万元/吨，生产成本为 0.57-0.65万元/吨；聚丙
烯的价格为 0.8-0.9万元/吨，生产成本为 0.7万元/吨；聚苯乙烯的价格为 0.87万元/吨，
生产成本为 0.8万元/吨；聚氯乙烯的价格为 0.5-0.9万元/吨，生产成本为 0.45-0.65万元/

吨。 

图 3：可降解塑料生产成本是传统塑料的 2-3倍 

 
资料来源：论文《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发展现状与趋势》（陆海旭）、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国家限塑禁塑政策将推动可降解塑料实现大规模应用。2020 年 1 月，发改委和生态环境
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要求在 2025年，完善塑料制品生产、流
通、消费和回收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制度，对不可降解塑料逐渐禁止、限制使用。2020年 7

月，发改委等九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 8

月中旬前出台省级实施方案，督促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地级以上城市等结合本地实际，
重点围绕 2020 年底阶段性目标，研究提出可操作、有实效的具体推进措施，确保如期完
成目标任务。国家在政策层面上禁止、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是以政策法规限定下游市
场所购买的产品类型，从而推动可降解塑料的产品替代和市场增长，帮助成本及价格较高
的可降解塑料行业获得盈利。市场增长、行业盈利也有助于吸引国内企业进一步在可降解
塑料领域进行布局，推动行业的发展和可降解塑料的更大规模应用。 

可降解塑料和光伏行业在发展初期均具有生产成本高、产品价格高的劣势，成为行业大规
模应用的阻碍。在此情况下，国家对行业的支持政策将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可
降解塑料和光伏行业的发展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政策的支持。 

1.4. 可降解塑料与光伏行业发展路径大概率相似 

国家有意愿支持推行可降解塑料及光伏行业。首先，可降解塑料及光伏均为重要环境问题
的有效解决方案，行业的发展将有助于解决白色污染问题、不可再生能源及化石燃料污染
问题；其次，可降解塑料及光伏行业在发展初期市场需求较低，同时均拥有很大的市场增
长空间，未来成长性高，大规模推广后将有助于拉动经济和就业。综合来看，国家及社会
都将从行业发展中受益，国家支持推行行业发展的意愿较高。 

发展路径：可降解塑料及光伏行业的发展依赖国家政策驱动。行业发展初期，生产成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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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价格高是阻碍可降解塑料及光伏难以实现大规模应用的主要原因，导致二者的发展均
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政策支持。光伏行业方面，政策端主要通过对产业予以补贴，使对应
企业实现盈利，推动行业发展；可降解塑料方面，政策端主要通过禁塑限塑规定，以政策
法规限定下游市场所购买的产品类型，支持并推动可降解塑料市场增长。 

环保问题解决+依赖政策驱动，可降解塑料和光伏或具备相似发展路径。作为重要环保问
题的有效解决方案，在国家有意愿推行行业发展，且行业发展高度依赖国家政策驱动的情
况下，可降解塑料有望与 2009 年开始大规模推行的光伏行业具备相似的发展路径。通过
对光伏行业进行复盘，我们从可降解塑料目前所处发展阶段，未来政策方向，以及政策对
行业发展的影响三个方面对可降解塑料行业未来发展进行分析。 

2. 全国性政策落地在即，可降解塑料将步入高速发展期 

2.1. 2013年全国性补贴政策落地后，光伏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009年来，光伏产业发展历史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四个阶段分别是：2009年前国家所
建设个别项目试点期；2009-2012 年，《关于实施金太阳示范工程的通知》发布后光伏示
范工程建设期；2013-2018年全国光伏补贴全面政策大规模落地后的行业快速发展期；2018

年后的补贴削减，光伏行业的平价上网，市场化发展期。 

2009年前，我国光伏项目主要为政府支持建设，数量及规模较小。2009年前，我国光伏
发电项目都由中国政府、外国政府以及国际相关机构的支持建设，如西部省区无电乡通电
计划、“光明工程”先导项目、国家发改委/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项
目、丝绸之路光明工程等。该阶段的光伏行业的特点为项目工程数量及规模较小，至 2008

年年底，我国光伏装机容量仅 145 MW。 

2009-2013 年，光伏行业处于示范工程建设阶段。2009 年，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
局下发《关于实施金太阳示范工程的通知》，提出中央财政从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中安排
一定资金，支持光伏发电技术在各类领域的示范应用及关键技术产业化。规定了并网光伏
发电项目的补助比例，并计划在 2至 3年内支持不低于 500兆瓦的光伏发电示范项目。通
知下发后，各地进入光伏示范工程建设期。该阶段的特点为国家通过财政补贴项目的建设
费用，在示范项目中对光伏产业发展进行试点，我国光伏装机容量在此期间实现了较快速
的增长，至 2012年我国光伏装机容量达 6.5GW。 

2013 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下发，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
2013 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光伏补贴从金
太阳事前补贴转为度电补贴，光伏项目审批由核准制向备案制过渡。跟随中央政府的政策，
各地也纷纷出台地方补贴政策。中央和地方补贴政策的有力扶持使光伏行业在 2013 年后
高速发展，截止 2018年底，我国光伏装机容量达 174.51GW，2013-2018年 CAGR达 55.14%。 

2018 年后补贴削减，光伏进入平价上网时期。2018 年 5 月 31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国家能源局三部委发布《关于 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加快光伏发
电电价退坡，规定新投运的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统一降低 0.05 元。2019 年补
贴再度削减，光伏进入平价上网时期。 

综合看光伏行业的发展历史，行业依次经历了小规模试点和示范工程建设试点期间行业初
步发展、支持补贴政策大规模全面落地期间高速发展、以及政策支持力度减弱后稳定发展
的阶段。对标光伏的发展历史，可降解塑料行业目前正处于区域性试点基本完成，国家支
持政策即将大规模全面落地的时间点，未来即将迎来高速发展。 

2.2. 可降解塑料支持政策即将在全国范围落地，未来行业将进入高速发展期 

与光伏相类似，可降解塑料行业也经历了小范围试点阶段。目前行业正处于全国性禁塑限
塑政策即将大规模落地的时间点，未来有望进入高速发展期。 

吉林省率先落地禁塑政策，可降解塑料地域性试点初见成效。2014-2015年，吉林省下发
《吉林省禁止生产销售和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塑料餐具规定》、《吉林省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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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销售和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塑料餐具实施意见》等文件，要求在行政区
域内禁止生产、销售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塑料餐具，禁止在商品销售、商业服务活动中
向消费者提供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塑料餐具。禁塑令实施以来，吉林省禁塑工作全面推
进，效果显著，截止 2017年 8月，全省可降解塑料产品市场供应量达 1.15万吨，具备可
降解塑料生产条件并在省发改委报备生产能力信息的企业 32 户，可降解塑料制品生产能
力达 6万吨，禁塑令及可降解塑料行业地域性试点初见成效。 

中央两度发文，彰显政策决心。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生态环境部于 2020年 1月 16日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要求在 2025 年，完善塑料制品生产、流通、
消费和回收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制度，对不可降解塑料逐渐禁止、限制使用。随后，在 2020

年 7 月 10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生态环境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就落实“意见”
发布了《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在 8 月中旬前出台省级
实施方案，重点围绕 2020年底阶段性目标，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1月及 7月中央两度
发文，彰显表明了我国政府在治理塑料污染方面的决心。 

地方政策频出，全国禁塑政策将大范围落地。截至目前，上海市、四川省和江西省等 17

个省市根据中央的具体要求发布了相关政策。其中，有 7个省市发布了确定性的实施方案，
9 个省市向社会公开发布实施方案的征求意见稿，北京市公布了 3 项具体禁塑限塑政策。
中央两度发文，彰显了政府在实行禁塑限塑、推行可降解塑料行业的决心。跟随中央政策，
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了对应政策的实施方案，各省的禁塑节奏类似，均为 2020 年在几个
主要城市试点，2022 年推广全省，2025 年达成全省禁塑的目标。根据中央及地方政策内
容，未来 2-5年内，禁塑政策即将在全国大范围铺开，可降解塑料行业有望实现高速发展。 

对标光伏行业，全国性政策大范围落地后，可降解塑料有望进入高速发展期。2013 年全
国补贴政策大范围落地后，光伏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2013-2018 年全国装机容量 CAGR

达 55.14%。对标光伏行业，全国性政策大范围落地后，可降解塑料同样有望进入高速发展
期。2018年我国可降解塑料需求仅 4.2万吨，根据我们在 7月 22日深度报告《可降解塑
料：政策风将起，未来大可期》中的测算，未来政策落地后，外卖、快递、农膜三个领域
未来可降解塑料需求将达到 154.53 万吨。若该计划在 2025 年完成，则 2018-2025 年的
CAGR将达 67%，市场的快速扩张将有力推动行业高速发展。 

3. 未来政府对可降解塑料行业支持政策或将进一步加码 

3.1. 可降解塑料行业支持政策有较大加码空间 

中央政府下发政策中尚未提及具体对可降解塑料产业的支持政策，未来将有进一步加码空
间。目前我国中央政府下发的政策中尚未提及具体对可降解塑料行业的财政支持政策，仅
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中要求加大可循环、可降解材料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和成果转化。对比获得国家有力财政支持的光伏行业来看，我国政府在可降解塑料产
业支持方面，政策加码空间较大。 

表 3：《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内容 

主要内容 细则 

总体要求 

主要目标 

到 2020年，率先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到 2022年，一次性塑料制品消费量明显减少，替代产品得到推广，塑料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
用比例大幅提升； 

到 2025年，塑料制品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多元共治体系
基本形成，替代产品开发应用水平进一步提升，重点城市塑料垃圾填埋量大幅降低，塑料污染得

到有效控制。 

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
生产、销售和使用 

禁止生产、销售的塑料制品 

禁止生产和销售厚度小于 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厚度小于 0.01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 
禁止以医疗废物为原料制造塑料制品。全面禁止废塑料进口。 

到 2020年底，禁止生产和销售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棉签；禁止生产含塑料微珠的
日化产品。 

到 2022年底，禁止销售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 

禁止、限制使用的塑料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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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降解塑料袋 到 2020年底，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城市建成区的商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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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集贸市场规范和
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到 2022年底，实施范围扩大至全部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和沿海地区

县城建成区。到 2025年底，上述区域的集贸市场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一次性塑料餐具 到 2020年底，全国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地级以上
城市建成区、景区景点的餐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到 2022年底，县
城建成区、景区景点餐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到 2025年，地级以上

城市餐饮外卖领域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消耗强度下降 30%。 

宾馆、酒店一次性塑料用品 到 2022年底，全国范围星级宾馆、酒店等场所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
塑料用品；到 2025年底，实施范围扩大至所有宾馆、酒店、民宿。 

快递塑料包装 到 2022年底，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的邮政快递网点，先
行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等，降低不可降解的塑料胶带使用量。到
2025年底，全国范围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塑料胶带、一次性塑料编

织袋等。 

完善支撑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和标准 

推进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将塑料污染防治纳入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适时更新发布塑料制品禁限目
录。完善再生塑料质量控制标准，规范再生塑料用途。制修订可降解材料与产品的标准标识。 

完善支撑保障体系 

落实好相关财税政策，加大对符合标准绿色产品的政府采购力度。开展新型绿色供应链建设、新
产品新模式推广和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等试点示范。鼓励各地采取经济手段，促进一次性塑料制品

减量、替代。 

强化科技支撑 

加大可循环、可降解材料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提升替代材料和产品性能。以降解安全
可控性、规模化应用经济性等为重点，开展可降解地膜等技术验证和产品遴选。 

严格执法监督 

加强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严格落实禁止、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部分塑料制品的政策措施。严
厉打击违规生产销售国家明令禁止的塑料制品，严格查处虚标、伪标等行为。 

资料来源：中国发改委、天风证券研究所 

3.2. 与光伏行业类似，海外对可降解塑料行业经济支持政策有望推行至全国 

光伏行业补贴政策借鉴了海外国家的对应补贴方法。以全球光伏热潮的起源地欧洲为例，
2000左右，德国率先实施“上网电价”法，要求电网公司以 40~50欧分/千瓦时的电价全
额收购光伏电量，该政策的实施有力拉动了德国国内光伏市场，连续多年安装量居世界第
一。继德国之后，欧洲其他国家均开始实施“上网电价”法。欧洲之外，美、日等各国的
光伏产业起步均伴随着政府的激励政策，或是一定的上网电价，或是固定补贴，或是净计
量、财税优惠等，均可统一称为补贴政策。我国在光伏行业进行的财政支持政策很大程度
上参考了海外相关补贴方法，如对上网电价进行补贴，对光伏企业财税进行优惠等。 

禁塑限塑令推行较早的欧盟设立战略，对可降解塑料行业予以经济支持。欧盟发布的塑料
相关战略《A European Strategy for Plastics in a Circular Economy》中表示会投入 1亿欧元
用于包括开发更环保塑料材料等行业的融资，此外，该战略也提出会成立相关基金，用于
资助可降低塑料污染的产业。欧盟通过一面设定禁塑限塑令，对可降解塑料的市场予以支
持，一面对可降解塑料及相关行业予以经济支持，有力推动了塑料污染治理进程，促进了
可降解塑料等环保行业的发展。 

与光伏行业相似，未来海外的经济支持办法有望推行至全国。如上文所分析，目前我国可
降解塑料行业与 2013 年的光伏行业所处发展阶段类似，均在新兴行业的发展初期。在此
前相关管理经验较少的情况下，国家对行业支持政策的制定，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参考海外
相关支持办法和经验。目前来看，全球禁塑限塑令推行较早、可降解塑料行业相对成熟的
欧盟已经设立战略，对可降解塑料行业予以经济支持。因此我们认为，未来我国有望参考
欧盟的相关支持办法，进一步加码对可降解行业的支持政策。 

4. 随行业发展，可降解塑料行业生产成本有望降低 

4.1. 随行业发展，技术提升、规模效应等因素有效推动光伏生产成本下行 

国家政策支持下，光伏行业技术进步、产业规模化水平提升及原材料价格下降有效推动了
生产成本下行。随产业发展及规模化水平提升，国内光伏组件成本持续下降，由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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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99美元/瓦下降至 2019年的 0.21美元/瓦，CAGR高达-22.1%。根据 2017年 7月夏季
达沃斯参会嘉宾张雷明确的表示，中国的光伏已经能够做到平价上网，成本等同于火电成
本，随着技术进步，成本会显著低于火电。光伏成本下行主要由产品技术水平提升、规模
化效应分摊成本，以及上游原材料行业规模扩大带来的原材料价格降低导致。 

图 4：光伏组件平均成本持续下行 

 

资料来源：索比光伏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技术水平提高促进光伏生产成本下行。光伏行业发展过程中，技术提高导致的组件转换效
率及输出功率的提高、有效推动了光伏生产成本下降。国家相关政策也对技术水平提高和
先进技术推行起到了较大促进作用，如 2017年政府推出第三批“领跑者计划”，对转化效
率较高（以晶硅组件为例，计划规定领跑者项目多晶组件转换效率需达 16.5%、单晶组件
转换效率需达 17%以上）的企业进行一定投资支持，促进其扩产，从而加快先进技术的推
广应用，提高高转换率光伏组件的市场比重，推动光伏产业的成本下行。 

规模效应促进生产成本分摊推动光伏生产成本下行。国家政策支持补贴使企业得以快速扩
产，公司能够实现规模效应，推动成本下降。规模化效应下，光伏公司的市场份额能够提
升，同时带动整体生产成本下降。国内光伏龙头晶澳科技表示“扩产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强
化规模效应，提升企业竞争力，有利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原材料成本及价格下行推动光伏成本下降。受国家对光伏产业补贴，光伏产业规模大幅扩
大影响，上游硅片产能持续增长。2020年底隆基达产产能将超过 65GW，中环 2019年产
能为 30GW，中环五期规划产能达 25GW，晶科规划产能 25GW，单晶硅片新增产能水平
高。上游单晶硅片产业规模增加将改变供需结构，提高下游厂商议价权，同时原材料产业
规模的扩大、技术的进步也有助于推动硅片等原材料价格下行，国内主流厂商的八寸单晶
硅片平均价格由 2011年的 32.04元下降至 2020年的 3.07元。 

与光伏行业相似，我们认为在可降解塑料行业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规模效应、原材料
价格下降等因素也有望推动可降解塑料行业生产成本下降。 

4.2. 随行业发展，可降解塑料行业生产成本有望下行 

如此前我们在深度报告《可降解塑料：政策风将起，未来大可期》中分析的，与光伏行业
类似，未来政策推动行业发展后，随技术进步、规模化水平提高、原材料价格下降，可降
解塑料成本有望持续下行。 

先进技术可推动可降解塑料产品成本下行。有技术以 PBAT 为基料，以质量分数 50%表面
改性的 CaCO3 为填充物，可制备出具有较好吹膜性能的可降解高填充复合材料，该高填
充材料能够满足市场包装材料的力学性能要求，大幅度降低了 PBAT 的使用成本。从该案
例中可见，先进技术在推动可降解塑料成本下行方面作用较大。 

规模效应推动可降解塑料产品成本下行。生物降解塑料 PLA 在规模产业化之前的价格为
1000美元/公斤，折合达 600万元/吨。后来经密歇根州立大学 Ramani Narayan课题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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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研究，实现了规模化生产。该技术现由 Natureworks公司产业化，18年价格下降至
1.8万元/吨，受技术进步及规模化效应十分明显。未来随 PLA技术大规模生产，预计其成
本可实现进一步下行。 

上游原材料行业规模扩大使原材料价格降低，推动可降解塑料产品成本下行。造成 PLA 生
产成本高企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原材料聚乳酸价格较高，单吨聚乳酸原料成本约为 9647.94

元/吨，占 PLA生产成本 1.4万元/吨的 69%。目前我国乳酸产能及产量水平较低，根据金丹
科技招股说明书，乳酸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的制造业，规模经济特性明显，只有达到一定
的生产规模才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因此若国家对于 PLA 行业进行较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和
补贴，促进 PLA 行业规模扩张，下游需求上升可带动上游乳酸行业规模上行，推动乳酸原
材料价格下降，实现 PLA生产成本及价格的下降。 

5. 可降解塑料行业发展有望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 

2013-2018年间光伏行业发展有效带动了上下游产业发展。光伏产业链上游为原料高纯度
多晶硅材料的生产，单晶硅和多晶硅的制造，硅片的生产；中游为光伏电池，光伏组件（玻
璃，支架等）以及逆变电器；下游为光伏发电的应用端包括光伏电站和分布式发电。
2013-2018年间，光伏行业的发展有力拉升了其上下游产业发展。我国上游硅片前期发展
水平低，长期被美、日、欧的企业垄断，随光伏产业发展我国产业获得技术突破，硅片产
能持续增长，如单晶硅片方面，2020年底隆基达产产能将超过 65GW，中环 2019年产能
为 30GW，中环五期规划产能达 25GW，晶科规划产能 25GW，新增产能水平高。与上游
产业类似，光伏行业发展也有效拉动了中游组件和下游电站的产业发展进步。 

可降解塑料具有上游原材料、中游制品加工、下游垃圾分类降解等产业链。可降解塑料中，
PLA上游原材料为乳酸和丙交酯，PBAT上游原材料为 PTA、AA、BO等化学单体。可降解
塑料中游包括 PLA和 PBAT的合成，以及后续的塑料薄膜、器件等制品加工。由于可降解
塑料一般需要在需要在工业堆肥环境下降解，其下游包括垃圾分类回收及降解处理产业。 

未来可降解塑料行业发展，有望带动其上下游产业共同发展。上游方面，以 PLA为例，其
原材料丙交酯我国合成技术尚与国外存在一定差距，产品主要依靠进口，未来随 PLA行业
进入上行趋势，我国丙交酯合成有望实现技术突破和产量提升，推动丙交酯行业发展。中
下游方面，随可降解塑料行业发展，对制品加工和垃圾分类降解产业的需求也将大幅增高，
有望拉动对应产业进入上行通道。 

6. 风险提示 

6.1. 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得益于中央限塑禁塑政策的推行，国内各地跟进“意见”要求发布相关地方政策，将限塑
禁塑落到实地。但各地政策要求不一，监管力度不同，因此可能存在限塑进度偏慢，导致
最终可降解替代不及预期的风险。若实际替代情况不及预期，对可降解塑料需求增长将产
生不利影响。 

6.2. 可降解塑料产品技术突破不及预期 

近年来我国可降解塑料技术不断突破，本土企业持续投入研发，技术加速突破，但目前可
降解塑料的价格仍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存在技术突破不及预期导致成本过高的风险。若关
键技术无法攻克，将会对我国可降解塑料的市场竞争力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6.3. 上下游产业发展进度不及预期 

可降解塑料行业的发展需要上下游产业的支持。例如 PLA 的生产需要大量乳酸作为原料。
若乳酸的产量没有同比 PLA产能增加，将限制 PLA行业的发展。同理，大量的下游需求将
对上游原材料构成较大的供给压力，原料限制将对可降解塑料行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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