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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摘要1

摘要
 2020 年“守护海岸线”海岸垃圾科研监测项目继续在中国海岸线上开展垃圾品牌监测工作。与传统
从材质、物品的角度对垃圾进行监测分类的方式相比，品牌监测试图从另一维度探索海洋垃圾的责
任溯源问题。品牌监测的目的是监测并清理海岸线垃圾（下文简称海岸垃圾），记录并统计分析垃
圾的品牌构成，以客观真实地呈现中国海岸垃圾中可识别品牌的状况。 

在 2019 年，“守护海岸线”项目 58 个监测点的海岸垃圾监测数据的统计结果表明，在 19 万余件
垃圾中有 3.8% 的海岸垃圾（7327/191478）可识别其品牌信息。其中酒水饮料类占比高达 54%[1]。

2020 年，“守护海岸线”项目在全国 51 个城市 90 个监测点开展，由中国沿海城市的 66 个机构执
行，共 6781 志愿者人次参与，全年完成有效监测活动 472 场，累计捡拾并记录了 220194 件海岸垃
圾（≥ 2.5cm）。

在 22 万多件海岸垃圾中，共计 16661 件垃圾可辨识品牌信息，可识别率约 7.6%。记录到品牌 3843 个，
其中，酒水饮料类垃圾达 8463 件，占比为 50.8%；可辨识品牌的垃圾主要为包装物，其中膜状塑料、
PET 瓶及其他塑料 3 种类型的比例较高，合计占比为 66.5%。

近年来，绿色包装的概念日渐升温，纸基复合包装等类型的产品回收利用也逐渐形成体系，但塑料
包装重复使用率低，大多数一次性塑料包装仍难以得到有效的回收利用。我们希望可以借助“品牌”
的力量，让更多人认识到，那些在自然环境中流离失所的垃圾，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更进一步，
我们也期待通过联合企业、消费者等各个社会群体，集思广益，采取更多切实有效的行动，共同推
动海洋垃圾污染问题的改善。

海岸垃圾品牌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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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声的杀手：
海洋垃圾危机

海洋垃圾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其影响范围遍布
地球各个角落，它们散落在无人居住的岛屿，在原始
的北冰洋海域蔓延，随着风与洋流沉入深海……

在 2015 年，由美国佐治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Jenna Jambeck 等人基于 2011 年世界银
行数据的研究估算认为 [2]，每年约有 800 万吨塑料垃
圾进入海洋，根据 Stephanie B. Borrelle 等人的最
新研究认为，在 2016 年，估计有 1900~2300 万吨
的塑料垃圾进入海洋、湖泊等水环境 [3]。而在史无前
例的疫情催生下，防护用品垃圾和医疗废弃物总量激
增。海洋保护组织 OceansAsia 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2020 年全球至少有超过 15.6 亿个口罩成为失控垃圾
流入海洋 [4]。这些海洋中的塑料可能会诱捕，纠缠，
窒息或杀死动物，也会对环境、生态造成长久不可逆
转的危害 ( 图 1)。

图 1 海洋垃圾的危害（编译自 What Is Marine Debris Poster | NOA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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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中是 2020 年监测中常见的一些垃圾，这些垃圾上的品牌名称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熟悉的，即使
抹去品牌名称，其标志性的包装外观也能让人轻易认出。品牌动态地承载着企业的文化与价值观、历
史发展与传承等诸多信息 [6]，优秀的企业通过打造品牌文化来俘获消费者的喜爱，消费者通过购买和
使用品牌产品来表达自我个性与价值观念。当这些烙印在消费者心中的特定视觉符号出现在了“碧海
金滩”，却令人格外心疼。

海边的常客：
你最熟悉的品牌



迈出这一步：
记录垃圾品牌数据

海岸垃圾品牌监测报告7

我们希望用数据展现真实

通过科学的监测方法，捡拾并记录这些垃圾品牌信息，
向包括品牌商、消费者在内的整个社会揭示当前海岸
垃圾污染的真实状况，进而追溯污染源头，督促各方
采取具体而有效的行动。

我们希望企业采取有效行动

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来看，每生产一件商品，就有
可能制造了一个潜在的垃圾。当商品带着它的品牌“胎
记”走完其商品价值的一生，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才
能将它最终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降到最低。

我们希望企业为垃圾污染危机担起必要责任，并落实
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例如：公开包装生产与回收利
用的数量；重新设计可持续、可重复使用的包装；在
包装上规范标注包装回收分类标志……
我们无意给谁贴上海洋污染大户的标签，但希望企业
对其自身产品所造成的环境问题有充分的认识，并唤
起企业的环保责任意识，在品牌文化中嵌入环保，并
将这一理念进一步拓展到生产加工和销售运营环节，
甚至进一步引导品牌的消费者做到负责任地消费，实
现社会责任与行业价值的匹配共生。

我们希望做到负责任地消费

这些海洋垃圾的“大牌”中，是否有你经常购买的商
品呢？我们希望让公众看到，选择、购买、使用过后，
并不是终点。所有海洋垃圾的共同来源是人。我们在
货架上选择我们信任的品牌商品，是否会联想到他们
漂泊于海洋，聚集成岛的样子？做到负责任的消费，
包括杜绝浪费，并妥善处理消费后的商品包装等垃圾，
如分类投放再回收或 DIY 再利用等。

前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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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
2020 年“守护海岸线”海岸垃圾科研监测项目，在全国 51 个
城市 90 个监测点，共记录 220194 件海岸垃圾，其中有 16661
件垃圾可识别出品牌（约 7.6% 可识别率），共记录到品牌
3843 个（部分品牌具有多种类别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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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垃圾类别占比

品牌垃圾根据不同产品属性可分为 4 个类型：生活用品类，零食食品类，酒水饮料类以及其他类。
在所有品牌垃圾中，以酒水饮料类的品牌垃圾件数最多，达 8463 件，占比为 50.80%。在品牌个数
方面，以零食食品类最多，为 1794 个，占比为 46.68%。零食食品类、酒水饮料类、生活用品类、
其他类四个类别的具体情况如图 2。

图 2   品牌垃圾数量占比（上）及 品牌个数占比（下）
（由于部分品牌同时存在多种类别产品，因此四类品牌个数占比之和超过 100.00%）



监测结果

各类别品牌 top 排名

海岸垃圾品牌监测报告11

在所有品牌垃圾中，酒水饮料类的品牌垃圾件数最多，为 8463 件，品牌个数合计 937 个。排名第一
为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康师傅  品牌，件数为 1146 件，该品牌垃圾中数量最多的为 PET 瓶 
包装 (754 件 )，其次为其他塑料（319 件）。件数排名前 10 情况如图 3。

图 3  酒水饮料类品牌垃圾件数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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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食食品类的品牌垃圾件数共计 4161 件，共有品牌 1794 个。各品牌垃圾件数排名情况如图 4。排
名第一为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康师傅  品牌，件数为 338 件，其中数量最多的为 膜状塑料 
包装 (208 件 )，主要为食品包装袋类垃圾，如图 4。

图 4   零食食品类品牌垃圾件数前 10

监测结果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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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品类的品牌垃圾件数共计 1046 件，所涉及的品牌个数为 665 个。排名首位为 恒安，共计 36 件，
主要为 膜状塑料 包装，多为包装袋。其次为 宝洁  公司产品，共 30 件，主要垃圾类型为 其他塑料瓶，
如图 5。

图 5   生活用品类品牌垃圾件数前 10

监测结果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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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的品牌垃圾件数共计 2991 件，所涉及的品牌个数为 700 个。该类别大部分品牌产品为香烟。
包括烟蒂（其他材料 包装）及香烟包装（复合包装），如图 6。 

图 6   其他类品牌垃圾件数前 10

监测结果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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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件数排名前三位依次为 康师傅（1484 件）、可口可乐（954 件）、以及 怡宝（780 件），其中 
康师傅  包含酒水饮料类（1146 件）和零食食品类（338 件）两类产品， 可口可乐  和 怡宝  均为酒水
饮料类产品，如图 7。

图 7   综合类别品牌垃圾件数前 10

监测结果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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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垃圾包装类型占比

品牌垃圾根据材料材质共分为 9 种包装类型：
PET 瓶、其他塑料瓶、膜状塑料、泡沫塑料、其
他塑料、复合包装、金属容器、玻璃容器、其他
材料。
对所有品牌垃圾的包装类型进行统计 ( 图 8)，其
中的膜状塑料（3824 件）、其他塑料（3541 件）
以及 PET 瓶（3711 件）为最主要的 3 种包装类型，
合计占比为 66.48%(11079/16661)。
结合类别以及包装类型数据图 8 可见，在所有
品牌垃圾中，有 22.12% 的垃圾属于酒水饮料类
使用的 PET 瓶包装。占所有 PET 瓶品牌垃圾的
99.33%（3686/3711）。酒水饮料类品牌垃圾
的另一主要包装类型为其他塑料包装，占所有品
牌垃圾的 13.91%。这一类别中包含塑料饮料瓶
盖。另外，膜状塑料包装品牌垃圾中有 75.89%
（2902/3824）属于零食食品类，占所有品牌垃
圾的 17.42%。 

图 8   品牌垃圾包装类型及类别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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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讨论
从 2020 年品牌监测数据来看，康
师傅 品牌同时出现在零食食品类和
酒水饮料类榜单的第一位。两个类
别中 康师傅 品牌的垃圾件数共计
高 达 1484 件。 继 2019 年 后， 蝉
联 2020 年品牌垃圾件数之冠。

综合数据分析发现，在 16661 件品牌垃圾中，塑料瓶合计 4339 件，占比高达 26.04%，而这些塑料
瓶 91.68%（3978 件）为酒水饮料类。此外，酒水饮料类中属于其他塑料包装的垃圾件数，占品牌
垃圾总件数的 13.91%（2318 件），其中包括各类饮料的塑料瓶盖。虽然 PET 瓶本身是回收价值高
、再生产业也较为成熟的塑料材料之一，但仍然在海洋垃圾中屡见不鲜。根据 Plastic Europe 发布
的报告数据 [7],2019 年全球共生产 3.68 亿吨塑料，PET 的产量约占其中 7.9%，且绝大多数 PET 用
于生产包括饮料瓶在内的塑料包装。塑料瓶仍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而最终又会有多少再次出现
在海岸线上，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2020 年 12 月 11 日 , 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印发了《饮料纸基复合包装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实施方案》 
( 发改办环资〔2020〕929 号 )[8]，该方案明确了针对纸基复合包装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包括开
展生态设计、加强信息公开、规范回收利用和发布履责报告等责任。在 2020 年的品牌监测中，酒水
饮料类的复合包装占 3.64%（606 件），在目前的垃圾分类实践中，纸基复合包装已被列入可回收
垃圾。不过，对于大多数其他类别的一次性塑料包装，目前仍难以得到有效的回收利用。
在 2020 年度品牌监测中，膜状塑料包装（3824 件）及复合包装（1831 件）在所有品牌垃圾中合计
占 33.94%，其中有 58.18%（3290 件）属于零食食品类，17.95%（1015 件）属于酒水饮料类，这
两类垃圾通常为食品或饮料的一次性包装袋、包装盒或标签纸等。

我们仍然在以惊人的速度使用、消费和丢弃塑料包装，对环境造成过大的负担。80% 的包装在一次
性使用后即被废弃 [9]，这些塑料包装在首次短暂的使用后立即失去价值，相当于每年损失 800-1200
亿美元 [10]。而其后产生的巨大负面环境影响更难以估量，消费者短短几分钟的使用的塑料制品，背
后带来的却可能是长达数百年的污染。此外，塑料生产高度依赖化石原料消耗，废塑料的处理也主
要依靠焚烧，前端末端都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加剧气候变化。

一次性包装
                      大快朵颐后难以收拾的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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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结果上看，其他类垃圾虽然未进入综合前 10
位的榜单，但该类别下排名前 10 位的垃圾中有 9 种
品牌为香烟产品，其中主要为烟蒂和香烟包装类垃圾。
可见，虽然监测的海岸选择上避开了人员密集区，但
香烟产生的垃圾数量仍不容忽视。随着近年来环境问
题关注度的上升，公众对塑料垃圾的危害已经具有一
定的认知。烟蒂无论在海洋还是陆地环境都是极为常
见的一类垃圾，广大烟民“见缝插烟”的本领也令人“啧
啧称奇”，而由于其体积小、质量轻，相对于许多大
型的垃圾而言，更容易在自然环境中不断“迁徙”，
危害四方。

烟蒂在海滩环境的频繁现身并非个例，根据海洋保护
协会（Ocean Conservancy）1986-2019 年的净滩数
据，烟蒂始终位居榜首 [11]。烟蒂滤嘴作为塑料垃圾
的属性经常会受到忽视，仅从外观上看使人误以为其
材料为纸和棉花。吸烟者认为其较小的体积可被环境
接受，并随意丢弃在街头、田间、下水道，进而进入
海滩和海洋环境，抑或在海滩活动时随手丢弃 [12]。
其实，烟蒂中的白色滤嘴由一种叫醋酸纤维素的塑料
制成，由于其不可生物降解，会在环境中长期停留，
并迅速向环境释放尼古丁、重金属、多环芳烃等危险
化学物质 [13]。研究表明，其对水生微生物和鱼类都
有毒性 [14,15]，对城市水质和饮用水构成威胁 [16]。此外，
在海洋环境中的烟蒂也会逐渐分解成“微塑料”并造
成更广泛的危害。

香烟垃圾
渺小却不容忽视的“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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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环保组织“脱离塑料（BFFP）”发起的
垃圾清洁活动，在 55 个国家共捡拾了 346,494
件垃圾，其品牌识别率为 63 %[17]。远高于本研
究的品牌识别率（7.6%，16661/220194），主
要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监测选点尽可能避开了包括
商业海滩、渔港等人员活动较为频繁，监测干扰
因素较大的区域。此类区域由于游客众多，餐饮
食品类包装垃圾容易在短期内聚集。

本文调查区域的垃圾主要来源于随海水潮汐上
岸滞留的海岸垃圾，大部分垃圾由于在海洋环
境中长期漂流，风吹日晒，难以辨识其品牌。

只有 7.6%的品牌垃圾
有代表性吗？

人员活动较多的海滩如滨海旅游区本身就是垃圾
的重要来源，相关调查更多地反映周边单一点源
的影响，无法覆盖更广泛的海区，会减弱其空间
代表性。同时，此类区域一般有常规垃圾清理活
动，在此区域收集的垃圾可能综合反映了未失控
垃圾和失控垃圾的综合影响，而且两者的比例具
有较大不确定性，会极大程度影响监测数据。

由于本文监测点均避开了此类区域，因此监测结
果更倾向于反映最终没有被妥善处置的垃圾暴露
在自然环境中后，仍可以识别品牌信息的部分。
事实上，每一件垃圾的背后都有其生产商和消费
者，7.6% 单从数字比例上看起来似乎并不足道，
但却可能是我们解决其背后问题的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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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谁应该对海洋垃圾问题负责？

在 2019 年的报告中，我们展示过一份基于网络问卷调查的数据结果，在该调查中 45% 的受访人群
认为海洋垃圾问题的主要责任在生产商和消费者（157/351）。而对海洋垃圾污染问题严重的原因的
多选调查中：消费者责任、企业责任以及相关法律政策的管理责任分别得到了 40%、22%、22% 受
访者的认同 [1]。

坚持垃圾品牌监测，记录和展示垃圾的品牌信息，其本意并非一昧地去指责垃圾的品牌的生产商，
而是希望可以借助“品牌”——这一“深入人心的符号”，让更多人认识到那些在自然环境中流离
失所的垃圾，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以塑料垃圾为首，近年来日益严峻的垃圾问题更让我们认识到，
过去无论是生产者、消费者抑或是管理者，在产品处于各自负责的环节时都存在不足。

海边的每一件垃圾背后，都可以带来责任履行和权利监督的思考。对消费者，一方面需要考虑自己
在日常中是否有履行合理处置垃圾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应当行使自己作为消费者去监督品牌企业的
权力；对生产者，除了考虑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也应当考虑如何正确引导消费者合理处置产品，对
管理者也是同理。我们不能将海洋垃圾问题归咎于某一方，解决海洋垃圾问题需要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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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品牌方应该重视垃圾问题？

品牌是企业的代言，它蕴含了企业的历史、文化、精神，是企业从诞生伊始就倾力打造与维护的对
外形象。但品牌不是企业单方面向外输出的，它会在企业、产品、和消费者的不断交互中逐步发展，
衍生变化。消费者也会因为他们自己和品牌之间发生的故事，改变对品牌的印象。所以企业对品牌
的维护不能局限于售前，而是应该贯穿其整个生命周期，不能让一个环节的疏忽让整体品牌形象功
亏一篑。

企业往往都很懂得如何提升品牌形象。对品牌有追求的企业会精心设计产品包装以衬托品牌；营造
舒适的店铺环境；培训得体的服务员工等等。甚至企业还会主动参与社会问题治理，以展现企业的
社会责任。然而这些都以企业主动提升品牌形象为主，企业很少意识到，防止品牌形象受损与前者
同样重要。

品牌受损绝不局限于侵权、仿冒伪造等，任何与企业营造品牌形象的努力背道而驰的行为，都在损
害着品牌形象。其中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包装废弃物。由于品牌标签会随着产品从光鲜的货
架走向生命的尽头，它们同时会出现在消费者眼中不断地传达着企业的形象，持续与消费者脑海中
的品牌形象交互更迭。试想，当消费者见到那些被丢弃到自然环境中，经过风吹雨打变得肮脏不堪
的废弃产品时，他们对品牌的印象会与企业花大代价用心塑造的品牌形象形成多大的反差对比，这
让所有提升品牌形象的努力显得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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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
海岸垃圾品牌监测目的是用数据展现真实的海洋垃圾

污染状况，我们希望可以借助海岸垃圾的“品牌”的力

量，成为企业、消费者等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连结，从这

个连结点出发采取有效的行动，共同推动海洋垃圾污染

问题的改善。包括海洋垃圾在内的污染危机、生物多样

性丧失以及气候变化，这三大全球性危机正威胁着我们

共同的未来，但我们坚信通过创新、合作、责任履行可

以扭转局面 [18]，确保未来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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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材料与方法
监测目标

记录规则

以监测断面所有带有可辨识品牌信息的海洋垃圾为监测对象，进行收集、分类、记录。
海洋垃圾：在海洋和海滩环境中具持久性的、人造的或经加工的被丢弃的固体物质，包括故意弃置
于海洋和海滩的已使用过的物体，由河流、污水、暴风雨或大风直接携带入海的物体，恶劣天气条
件下意外遗失的渔具、货物等 [19]。垃圾尺寸：对尺寸≥ 2.5CM 的海洋垃圾进行收集，但完整、易捡
拾、商品名称可辨认的垃圾（如：烟蒂、瓶盖等），尺寸即使小于 2.5CM，也进行收集并记录。

将断面内监测过程中可以辨识品牌的垃圾按照对应类别、包装类型进行统计，将各品牌垃圾的数量
记录在科研监测垃圾品牌监测卡上。关于品牌卡上数据记录应符合以下原则：

1） 对于卡片上提供的预设品牌，直接记录发现的垃圾数量；
2） 对于卡未提供的品牌，将其类别代码、包装类型代码及品牌名称记录空白区域，并记下数量；
3） 对于无法辨识品牌或没有品牌标识的垃圾不记入品牌卡；
4） 对于可以辨识品牌但无法判断其所属类别的垃圾，均归类到其他类进行记录。
类别及包装类型代码见下表：

表 1  品牌监测卡类别代码表

表 2  品牌监测卡包装类型代码表

类别代码 类别 说明
H 酒水 & 饮料类 各类饮品

C 零食 & 食品类 零食、食品及厨房调料用品

Y 生活日用品类 个人卫生清洁用品、家庭清理用品等

B 其他类 不属于以上分类的其他物品

包装类型代码 包装类型 说明
1 PET 瓶 指 PET 材质的塑料瓶

2 其他塑料瓶 非 PET 材质的其他塑料瓶，如洗涤剂瓶等

3 膜状塑料 如包装袋、塑料袋等质地较软的塑料制品

4 泡沫塑料 泡沫塑料材质的物品

5 其他塑料 饮料瓶盖等其他硬质塑料制品

6 复合包装 复合多层包装制品，如利乐包、烟盒等

7 金属容器 易拉罐、铝罐等金属质容器

8 玻璃容器 玻璃酒瓶等玻璃材质容器

9 其他材料 不属于以上类别的其他可识别品牌物品

附录 材料与方法

时间频率

海岸选择

每奇数月（1、3、5、7、9、11 月）10 日 24 点的前后一周（4-17 日）进行监测，每两次监测活动
的时间间隔约为两个月，监测当天尽量选择合适的潮位时段开展活动。由此根据监测时间的先后顺
序记为 6 个监测周期，监测周期数及时间范围对应如下表：

每次监测应选取同一段海岸作为监测地点，监测地点一旦选取，需固定，以便前后对照分析。监测
点的具体要求如下：

海岸对公众开放或可以正常进入，能确保监测工作顺利开展；
 适合进行垃圾监测的海岸不应具有强烈的人为干扰，不得有定期清扫（若可能存在不定期清理，
其频率不得高于 1 次 / 月）；
 不宜设置在具尖锐、陡峭礁石的基岩海岸；
 海岸线连续长度不小于 105 米，方便划定符合指引标准的取样区域；
 坡度不宜太大（确保监测人员可以安全进行监测作业）;

监测周期 监测时间范围
1 2020 年 1 月 4 日 - 2020 年 1 月 17 日

2 2020 年 3 月 4 日 - 2020 年 3 月 17 日

3 2020 年 5 月 4 日 - 2020 年 5 月 17 日

4 2020 年 7 月 4 日 - 2020 年 7 月 17 日

5 2020 年 9 月 4 日 - 2020 年 9 月 17 日

6 2020 年 11 月 4 日 - 2020 年 11 月 17 日

表 3 监测周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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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分布
2020 年“守护海岸线——科研监测”项目沿中国海岸线 51 个城市共计设立 90 个监测点。监测点位
置见图 9。2015-2019 年的监测点分布请见历年报告。

图 9 2020 年“守护海岸线”项目监测点位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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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断面设置

监测工具

每个监测点设置 5 个调查断面，监测断面宽度为沿海岸线平行方向 5 米，长度为沿海岸线垂直方向
从历史高潮线（路边、路堤或植被覆盖边缘处海水触及区域）到水边、湿泥潭或水生植物带的边缘，
若该长度长于 20 米，则只取到 20 米处。每两个监测断面的间距为 20 米，布局样图见图 10、11。

目前海滩垃圾监测主要依靠人工捡拾分类和记录。主要的常规工具如下：

测量工具：米制卷尺、电子秤；
记录工具：垃圾品牌监测卡，见附表 2，科研监测 ICC 卡（对于品牌监测仅涉及垃圾总数部分，
用于计算可识别品牌垃圾占比）；
收集工具：手套、垃圾袋。

图 10 海岸垃圾监测断面示意图 图 11 监测断面范围示意图
(L 为沿海岸线垂直方向长度 )

附表 1 各类垃圾品牌排位对比

注：表格中相对 2019 年排位变化的数据列中，括号内数字表示该品牌在 2019 年品牌监测数据中
同类别的排位顺序。

酒水饮料类
同类排名 品牌名称 同比排名变化

（2019排名）
1 康师傅 上升 (2)
2 可口可乐 上升 (3)
3 怡宝 下降 (1)
4 农夫山泉 持平 (4)
5 雪花啤酒 上升 (26)
6 娃哈哈 下降 (5)
7 景田 下降 (6)
8 东鹏饮料 下降 (7)
9 伊利 下降 (8)

10 蒙牛 下降 (9)

生活日用品
同类排名 品牌名称 同比排名变化

（2019排名）
1 恒安 上升 (3)
2 宝洁 下降 (1)
3 维达 持平 (3)
4 纳爱斯 上升 ( 无记录 )
5 联合利华 上升 (6)
6 海天味业 上升 ( 无记录 )
7 金红叶纸叶 下降 (3)
8 洁柔 下降 (7)
9 立白 下降 (2)

10 白猫 上升 (46)

其他类
同类排名 品牌名称 同比排名变化

（2019排名）
1 红塔山香烟 上升 (5)
2 利群香烟 持平 (2)
3 南京香烟 上升 (12)
4 红双喜香烟 下降 (1)
5 人民大会堂香烟 上升 (22)
6 七匹狼香烟 下降 (3)
7 临海市桃渚渔具 上升 (90)
8 黄鹤楼香烟 上升 (9)
9 云烟香烟 下降 (4)

10 长白山香烟 下降 (5)

零食食品类
同类排名 品牌名称 同比排名变化

（2019排名）
1 康师傅 持平 (1)
2 达利食品 上升 (5)
3 旺旺 持平 (3)
4 口味王 持平 (4)
5 湖南伍子醉食品 上升 (21)
6 双汇 下降 (2)
7 银鹭 上升 (8)
8 喜之郎 上升 (10)
9 徐福记 持平 (9)

10 统一 上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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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品牌监测卡 附表 3 监测监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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