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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绿色消费习惯

酒店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日用品
是对消费规则的重塑

曹改青

减少一次性日用品关键在落实
刘剑飞

编者按>>>>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于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对此，上海市文旅局也配合发布了《关于本市旅游住

宿业不主动提供客房一次性日用品的实施意见》，要求旅游住宿业不再主动向顾客提供牙刷、梳子、剃须刀等

一次性日用品，违者将依法受到处罚，市民、游客也可以举报。

针对该项规定，有消费者表示理解和支持，认为酒店停止向顾客免费提供一次性日用品，可大大减少对环

境的污染，有利于绿色环保。但也有消费者或业界人士存有顾虑，认为顾客使用酒店免费提供的一次性日用品

已成习惯，停供难免给出行者带来不便，还可能降低顾客对酒店的满意度。

其实，早在数年前，北京、广州、杭州等地都出台过类似要求，但缺乏强制性，质疑声、反对声也不小，因而

未能坚持。此次上海要求酒店停供一次性日用品的话题早在几个月前就引发了广泛讨论，涉及法律法规的制

定推行、环境污染风险揭示、行业自律与公众引导等诸多层面。话题热度的持续，既体现了公众对垃圾分类工

作的响应和绿色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更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主动转变消费习惯的自觉性。本期，我们

就来看看大家对此话题的看法和建议。

据报道，自今年 7

月 1 日起，上海市内

酒店将不主动提供一

次性的牙刷、梳子、浴

擦、剃须刀、指甲锉、

鞋擦等“六小件”，以

促进资源的减量化和

再利用。上海市文化

和 旅 游 局 日 前 发 布

《关于本市旅游住宿

业不主动提供客房一

次性日用品的相关问

答》称，酒店不主动提

供“六小件”应兼顾住

客便利性和满意度；

如原先不收费的，不

得借机收费。

上海旅游住宿业

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日

用品，不仅要将这一举

措执行到位，而且应推

广普及这一好的做法，

最终全面取消酒店一

次性日用品。众所周

知，一次性日用品不仅

宾馆酒店有，饭店酒楼

也有一次性筷子、纸

巾、纸杯、纸袋等一次

性日用品，在我们日常

生活中，一次性日用品同样广泛存

在。使用一次性日用品，成为许多人

的生活习惯，比如，喝酒的一次性杯

子，有塑料制品，也有纸质的。不少

人会购买这些一次性酒杯，喝完酒这

些杯子就被当做垃圾扔掉。

每天有多少人在使用一次性日

用品？每天要消耗多少一次性日用

品？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有多大？这

些都没有确切统计数据，但一定是一

个无比惊人数据。一次性日用品虽然

使用方便，但负面影响非常大。既浪

费了资源，也增加了垃圾量，还污染

了环境。

一次性日用品种类繁多，数量

庞大，每天都有人在使用一次性日

用品，不管是宾馆，还是饭店，那些

看似免费的一次性日用品，其实并

不“免费”。同样，商场超市出售的一

次性日用品，看似价格低廉，实则十

分“昂贵”。我们只看到一次性日用

品表面的免费、低廉，其背后需要支

付的原材料、垃圾回收处理、环境污

染治理等高昂费用，被我们忽视了，

可最终这些费用还是我们每个人

“买单”。

几乎所有一次性日用品，都不是

生活必需品，或者说，都可以被其他

用品替代。到宾馆自带洗漱用品，就

不需要使用宾馆的一次性洗漱用品；

用玻璃杯喝酒，就不需要购买一次性

纸杯、塑料杯；自带一个手帕，就不

需要使用一次性纸巾……这些并不

难做到，只是由于很多人习惯了使用

一次性日用品的方便，不使用就觉得

太麻烦而已。

使用一次性日用品背后是我们

无数次为其原材料、垃圾回收处理、

环境污染治理等高昂费用“买单”。

所以对每个人而言，都应从自己做

起，主动倒逼自己不使用、不消费一

次性日用品，习惯没有一次性日用品

的生活，从消费源头上减少一次性日

用品的生产，将一次性日用品的负面

影响降至最低。这不仅是建设环境友

好型社会的要求，也是我们公民应该

履行的环保责任。

要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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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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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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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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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提供一次性日用品，一直以来都

是很多酒店的经营和服务标配，也

是消费者习以为常的习惯，这主要

因为，对酒店而言，一次性日用品不

仅成本低，还关系到顾客的消费体

验，关系着酒店的竞争力和美誉度。

对消费者来说，使用一次性日用品

简单方便，可以省去不少麻烦。因此，

长期以来，顾客享受着酒店提供的这

些便利，已经成为一种市场规则。

但是，这些一次性日用品却存

在很多危害，这些物品不仅加剧了

资源损耗，违背了节约理念，也污染

着环境，很多一次性物品难以降解，

很容易对空气、土壤和水源造成污

染。也就是说，提供一次性日用品虽

然是酒店和消费者“两情相悦”的行

为，但是对于环境保护却有着巨大

的危害。因此，应该从大局出发来看

待和考虑，自觉减少使用和提供一

次性日用品，为环境保护和资源节

约做出自己的努力。这也是上海市

提出“旅游住宿业不主动提供一次

性日用品”的其中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在市场行为中，

酒店作为经营和服务提供者，占据

着绝对的主导地位，拥有的话语权

和决定权要比消费者大得多。很多

时候，消费者的习惯也是因酒店的

服务模式而渐渐形成的，换言之，在

一定程度上，酒店提供什么物品，消

费者就习惯了使用哪些物品。

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酒

店提供的一次性日用品就越来越

多，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一次性日

用品消耗越来越大，造成的资源浪

费和环境污染也就越来越严重。这

无疑是一种恶性循环。

因此，需要改变这种现状，打破

长期以来酒店提供一次性日用品、

消费者依赖一次性日用品的行业规

则，建立起环保、健康和文明的消费

理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上海

市才会明确规定，宾馆、酒店等旅游

住宿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日用品，

这种规定，不仅契合环保理念，顺应

垃圾分类的宗旨，也是对长期以来

消费规则的矫正甚至重塑，具有长

期和深远的积极意义。

有了这种规定，酒店就可以

“理直气壮”地拒绝提供一次性日

用品，名正言顺地节约成本。但是，

一次性日用品由来已久，突然停止

供应，难免让人无所适从，也可能

损及酒店利益，因此，还需要建立

相应的配套措施，加强这些规定的

落实。比如，在旅游住宿行业打造

典型，将一次性日用品纳入考核和

评比，实施政策奖励和荣誉表彰，

调动酒店自觉遏制一次性日用品

的积极性等。通过这些措施来提升

规定的执行力和落实度，重新打造

行业新规则和新秩序。

1、前不久，北京市商务局透

露，今年 1 至 5 月北京市共建设

提升便民网点 787 个，涉及蔬菜

零售、便利店（超市）、餐饮（早

餐）网点等。2019 年北京市计划

建设提升蔬菜零售、便利店、早

餐、美容美发等基本便民商业网

点 1000 个。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一些曾栖身于大街小巷的小卖

部、小修摊、早餐摊、临时小菜市

等便民商业小摊点，如今已难觅

其踪。如何平衡城市高速发展与

居民生活便利之间的关系，如何

满足居民生活消费多样性的需

求，便民小摊点何去何从？对此

您有怎样的看法或建议，欢迎来

稿与我们分享。

2、随着炎炎夏日的到来，气

温不断升高，天气变化无常，用

电用气量剧增，生产、生活中一

些细节稍不留意就容易引发火

灾、酿成灾害；受高温天气影响,

人们往往青睐各种水上项目,但

各地频发的溺水事件为大家敲

响警钟……生活中,我们应该具

备 哪 些 夏 季 防 火 小 常 识？戏 水

时,又该谨记哪些安全事项？许

多夏季安全小常识你知道多少？

我们将围绕“夏季生活安全”这

个话题各抒己见，或讲出你的小

妙招，或对生活中的安全教育方

式进行探讨，亦或是讲出你在旅

游途中看到的较为新颖的安全

小贴士、安全标语或景区工作人

员的安全劝导等。

欢迎大家就以上两个话题来

稿与我们交流！

字数 1200 左右为宜。请在文

末标明您的姓名、地址、邮编、电

话，并在邮件标题中注明参与讨

论的话题。如果您还有其它的关

注点，欢迎告知我们，我们将根据

关注点的热度进行策划。

邮箱：jswmtl@163.com

934941801@qq.com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已于今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上海市

旅游住宿业不再主动提供牙刷、

梳子、剃须刀等一次性日用品。同

时，对于违规者也将依法处罚，市

民游客也可以举报。

酒店逐步减少一次性用品，

上海开了一个好头，不仅可以减

少资源浪费，还可以保护环境，

缓解二次污染。其实，这些理由

后面还有一个更大和更充足的

理由，即保护人类自己，同时有

助于让人和生态的演化遵循自

然的规律，而不会被导向违背自

然的方向。

根据市场的调查统计，在酒

店一次性用品的使用率方面，拖

鞋最高，超过 90%；其次是牙刷，

达 80%；然后是香皂，约占 70%；

再 其 次 是 洗 发 液 、沐 浴 液 ，占

50%-60%；其他如护理包 、擦鞋

布等等使用率都较低。

浪费是明显的，也让人们能

比较关注。但是，另一个不显眼

因而也较少引起关注的事实是，

一次性香皂、洗发水和沐浴液的

大量浪费并弃置于环境造成了

对人和生态的慢性累积性危害，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明确

的科研结论的。

香皂、洗发水和沐浴液等化

学物本身包含和弃置于环境后

会产生许多污染物，总称为环境

激素（EDCs）。早在 2013 年 2 月 19

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

合国环境规划属（UNEP）联合发

布的报告中，已将环境激素定义

为“一种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全

球性威胁”。

不只是在香皂、洗发水和沐

浴液中存在大量的环境激素，而

且其他一些卫生和护理产品（妆

卫产品）中也包含大量的环境激

素，如润肤乳、香体剂、眼影、睫

毛膏、面霜、粉底液、护发素、美

发定型产品、护手霜、指甲油、口

红、卸妆乳、漱口水等产品。

这些产品中含有的环境激素

主要有双酚 A、邻苯二甲酸酯、雌

激素、对羟基苯甲酸丙酯、苯氧乙

醇、硅氧烷（硅胶衍生物）、壬基酚

等。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尤其是

使用香皂、洗发水、沐浴液、润肤

乳、香体剂等妆卫产品较多的国

家，人们体内贮存和蓄积的双酚

A、邻苯二甲酸酯都较高。

而且，由于双酚 A 和邻苯二

甲酸酯影响内分泌系统并损害

激素分泌，对人和生物健康的危

害涉及许多方面，除了增加罹患

2 型糖尿病的风险，还可能导致

肥胖、导致男性精子数量减少、

畸形和女性性早熟，严重者还会

导致胎儿、新生儿畸形。

另一方面，环境激素同样是

在让自然演化向不利的方向发

展。联合国 5 月 6 日在巴黎发布的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

球评估报告》显示，如今全世界

800 万个物种中有 100 万个正因

人类活动而遭受灭绝威胁。其中，

环境激素影响动植物的繁衍和生

存，如降低生物的生殖机能和免

疫力，就是造成物种灭绝和生物

多样性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仅酒店应当逐步减少一次

性妆卫用品，就连人们平时的日

常生活也应当减少妆卫产品的

使用，以防大量的环境激素既危

害人，也危害环境和生态。另一

方面，减少妆卫产品的使用当然

也有助于对地球资源的合理利

用，让人类的生存进入一种可持

续的良性轨道。

一次性酒店用品
背后的“环境激素”危害有多大？
张田勘

上海市文旅局公布的《关于

本市旅游住宿业不主动提供客

房一次性日用品的意见》规定，

自 7 月 1 日起该市各酒店不再主

动向住客提供牙刷、梳子、剃须刀

等一次性日用品。

对此公众意见不一，许多人认

为此举有利于防止浪费、有利于环

保，并支持通过此项规定减少乃至

终止酒店一次性日用品的供应。但

也有人对此表示异议，认为此举会

给旅客带来不便。

其实，上世纪 80 年代前，中国

绝大多数酒店（当时多称旅馆、招

待所）并不供应一次性日用品。改

革开放之初，一些合资、独资、涉

外酒店从国外引进了“由酒店统

一提供一次性日用品和日化消耗

品”的做法，并迅速在全国各地普

及开来，最终形成了行业惯例。以

至于时至今日，不论出公差还是

私人旅行，“拉箱入住、不带任何

日用品”已被许多人视为天经地

义、理所当然。

但在“酒店一次性用品统一

提供”做法的发源地——欧美日

各国，随着节约、环保意识的逐

渐普及，越来越多的酒店已开始

减少一次性日用品和日化消耗

品的提供。以北美为例，许多星

级酒店和连锁酒店不提供一次

性拖鞋（因为拖鞋便于携带且可

有可无），洗发水和沐浴露改用

大罐（上一位客人用不完、新的

客人可以接着用），即便仍然使

用小包装日化品的酒店，也会在

客房提示中鼓励客人“用不完带

走”，以免浪费和制造垃圾。

然而，减少一次性日用品和

日化消耗品的供应，毕竟容易给

客人留下“服务降级”的印象。对

此许多国外酒店集团采取“一次

性消耗品减少、服务不减少”的

做法，努力在客房打扫、卧具清

洁等方面做足功夫，减轻客人的

不满情绪，并逐渐让旅客习惯“自

带部分日用品”。

同时，很多国外的酒店集团

在这个问题上并非“一刀切”，如

牙具、梳子，因为住客普遍反映

“不提供太不方便”，绝大多数酒

店集团就继续提供。又如拖鞋，

少数高档星级宾馆仍然提供，而

其它酒店则几乎绝迹。这是因为

高档酒店住客大多乘飞机前来

入住，欧美短途航班免费行李限

重严格，携带拖鞋的确不便，而

一般酒店的住客许多都是“自驾

党”，带拖鞋不过举手之劳。

必须注意到，由酒店提供一

次性日用品、日化消耗品由来已

久，习惯一旦形成，改变是有一

定难度的。对此规则制订方需做

好宣传、解释工作，减少公众抵

触情绪和误会，尽可能降低旅客

不便。

作 为 旅 客 住 宿 服 务 的 提 供

者，酒店和酒店集团也需要做好

跟进、配套服务。唯有如此，才能

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此次新规落

实可能带来的不便。

据 部 分 酒 店 对 媒 体 解 释 ，

“不主动提供”并非不提供。如果

旅客需要并提出要求，酒店仍会

及时提供所需日用品。这是个较

妥善的折中、过渡方案。

但与此同时有关方面和酒店

方也应积极宣传“减少酒店一次

性消耗品供应”的意义，积极帮

助旅客理解新规定，尽快形成新

的旅行习惯，以免“意见”中所订

新规因“不主动但不拒绝供应”

的“但书”，最终流于形式，达不

到预期效果。

不提供一次性日用品
酒店服务怎样不降级
陶短房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日用品，是

今年 7 月起施行的《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中的一项规定，这项规

定对环境建设和资源节约有着积极

和重要的意义，但是如何确保这项

措施得到落实，无疑是需要思考和

解决的问题。

虽然规定中明确，市民游客可以

对仍旧提供一次性日用品的酒店进

行举报，违者将依法处罚，但是，减少

一次性日用品的使用却不能依靠处

罚，还应有更加完善和有效的措施。

酒店提供一次性日用品，长期

以来都是行业惯例，也早已融入许

多旅客的消费习惯，一旦取消，势必

带来不小的影响。比如，可能招致一

些消费者的不满，进而给酒店带来

一定压力。对于这项规定的推行，还

需循序渐进地加以落实。

一方面，要加强对一次性日用

品危害的宣传。虽然大众的环保意

识在提升，节约意识也在增强，但是

对于一次性日用品的具体危害，很

多人并不清楚，这就需要我们加强

这方面的宣传和引导。比如，有数据

显示，2017 年，中国有酒店 44 万

家，接待旅客 48 亿人次，就拿香皂

来说，70%以上的香皂在仅使用过

一次之后就会被丢弃。按重量计算，

每家酒店每天约有5斤一次性香皂

被丢弃，44万家酒店每年丢弃的香

皂就超过40万吨。按照每吨香皂两

万块钱来算，就是 80 亿的花销。这

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也足以说

明，一次性日用品的浪费会给资源

和环境带来的严重影响。

因此，在推广和落实规定的过程

中，应积极发挥酒店的主体作用，鼓

励酒店主动向顾客宣传一次性日用

品的弊端，摆事实、讲道理、亮数据，

以理服人。可以通过在酒店显著位置

悬挂、张贴公益广告及提醒语，引导

顾客逐渐认识到减少使用一次性日

用品的必要性，继而产生认同，为规

定的落实营造氛围、奠定基础。此外，

酒店还应切实履行提前告知的义务，

在预订房间的环节，就将不提供一次

性日用品的情况于显著位置明确地告

知顾客，以便顾客提前准备。

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警惕个别商

家瞅准“商机”，主动提供一次性日用

品，以此招揽顾客。比如，可能会有一

些酒店利用可操作空间，将提供一次

性日用品作为“卖点”，借此与同行竞

争。这不仅与政策初衷相违背，也容

易引发“破窗效应”，给规定的落实带

来阻碍。因此，主管部门应积极采取

措施，加强对酒店的监督和检查，对

此类投机取巧的行为，予以严厉处

罚，以此维护规定的初衷与严肃性。

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日用品，落实

才是关键，同时也需要因势利导、循序

渐进、强化监督，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媒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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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告别““一次性一次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