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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买买狂欢之后，快递垃圾怎么办
诸多电商试水“绿包”碰壁：成本高回收难是阻力 部分高校试水包装“绿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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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双12”电商促销活动
开展， 快递业务旺季又迎来一
个高峰。 据国家邮政局监测数
据显示，今年12月12日全天，邮
政企业、 快递企业共揽收快递
包裹2.43亿件， 比去年同期增
长38%。

一个月前，“双11”期间（11月
11日至16日），全行业共揽收邮
件快件14.96亿件， 同比增长

33.6%。
巨大的快递量也带来巨大的

快递包装消耗。 根据国家邮政局
发布的《2017中国快递领域绿色
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显示：
2016年全国快递共消耗约32亿
条编织袋、147亿个塑料袋、37亿
个包装箱以及3.3亿卷胶带，仅一
年消耗的瓦楞纸箱原纸就达
4600万吨，相当于7200万棵树。

大量废弃的包装物，这
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那
么其他国家又是如何解决这
些废弃快递包装所带来的问
题呢？

日本：鼓励包装再生利用

在亚洲地区， 日本在包
装绿色化方面的表现非常突
出。日本不仅制定并实施《包
装再生利用法》，还致力于回
收体系的建设， 鼓励在境内
建立大量的回收站， 消费者
将包装废弃物进行分类后，
日本的收运系统将分类完的
包装废弃物通过定时回收、
集合中转等方式， 运输至专
门的处理中心进行再循环、
再制造处理。

比利时：税收助力回收利用

制定一种“生态税”，规
定凡用纸包装的食品和使用
回收复用的包装可以免税，
其他材料则要交税， 对于使
用可回收复用的包装必须出
具已被重复使用的证据。

荷兰：合同明确规定资源回收

荷兰包装界代表与政府
签订了一份合同， 该合同内
容包含了荷兰市场上流通的
外国产品。 合同明确自1997
年1月1日起65%的包装材料
必须可重复使用，其中45%的
包装材料必须回收，20%则要
求利用焚化法去生产能源。

值得注意的是， 在诸
多电商大咖试水“绿色包
装”之时，诸多高校也在进
行着一些尝试。

今年双11过后， 长沙
高校针对快递包装回收利
用量身定制的校园快递包
装“绿色循环”集市活动画
面也别有一番风味。

据悉， 在11月15日到
11月19日， 绿色潇湘联合
ReCarton公益创业团队支
持长沙市5所高校共同举
办校园快递包装“绿色循
环”集市活动，多个环保社
团开展了快递盒回收活
动, 通过积分奖励的形式
引导学生将快递包装盒带
到展台统一回收。 回收的
纸箱及减震材料将由社团

送往各校快递网点进行再次
使用，实现纸箱的循环利用。
快递垃圾循环集市项目负责
人夕颜告诉记者， 本次活动
参与人数总计848人，回收纸
箱数量7144件， 其中减震材
料2431件。

众多高校如“郑州大学”
长期开展类似“绿色银行”、
“绿色兑换” 等资源回收活
动； 中国地质大学“环保盒
子” 项目开始尝试搭建线上
资源回收平台， 提高回收效
率，增加回收的精准性；中南
大学“ReCarton”公益创业
项目， 针对快递纸箱的单品
专项回收， 在搭建高校回收
平台的同时寻找合适的处理
渠道， 从而形成可持续运营
的创业项目。

长沙高校开展校园快递包装“绿色循环”活动，学生通过回收快递包装兑换礼品。 供图：绿色潇湘

今年11月2日,国家邮政局
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协同
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的指
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可降解
的绿色包装材料应用比例将提
高到50%, 基本淘汰重金属等
特殊物质超标的包装物料,基
本建成专门的快递包装物回收
体系。

据悉， 在此之前， 电商平
台、物流平台、快递公司已经开
始尝试推进快递包装的绿色环
保化。

早在去年2016全球智慧物
流峰会上， 菜鸟网络宣布联合
32家中国及全球合作伙伴启动
菜鸟绿色联盟———“绿动计
划”，承诺到2020年替换50%的
包装材料，填充物为100%可降
解绿色包材。

相隔两月，京东成立了首
家物流包装实验室，专门研发
物流包装的“绿科技”，一方面
通过压缩包装耗材的尺寸和
面积减少材料成本，从而减少
社会资源的浪费； 另一方面，
是用更加环保的新材料替代

旧材料。
今年3月17日，为了推动绿色

物流的发展， 中国首个绿色物流
公益基金在北京设立。 中华环境
保护基金会、 阿里巴巴基金会联
合菜鸟网络，以及中通、圆通、申
通、百世汇通、韵达、天天六家快
递公司，在未来5年至少投入人民
币3亿元， 用于开展绿色物流、绿
色消费、 绿色供应链等方面的研
究、倡导，推动资源节约和生活方
式绿色化。

此外，在今年双11来临之前，
苏宁于4月推出“共享快递盒”行
动， 即在末端投递环节使用可循
环的包装箱代替纸箱， 并表示在
今年“双11”期间会在北京、广州、
成都、南京、杭州、济南等13个城
市投放共享快递盒， 明年计划在
全国范围内投放20万个共享快递
盒， 进一步放大共享和循环包装
在绿色物流中的应用。 菜鸟也宣
布“双11”期间，会联合物流伙伴
和商家推出20个“绿仓”，从这些
“绿仓”发出的包裹，将使用免胶
带的快递箱和100%可生物降解
的快递袋。

那么， 绿色快递包装
在长沙实际应用得如何？
快递包装的回收情况又如
何呢？

12月14日中午12点，
记者来到毛家桥街的韵达
快递点， 一位正在整理快
递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韵达
快递在长沙有尝试着推行
绿色快递包装， 但是只推
行了几天便搁置了。“塑料
材质的绿色快递包装很容
易破损， 而且送到收件人
手里之后也很难回收回
来。此外，推行绿色快递包
装会增加不少成本。”

无独有偶， 记者了解
到早在2014年9月，1号店
首次发起“1起环保·纸箱
回收”计划，通过奖励积分
的形式鼓励用户参与快递
纸箱回收循环利用。继1号
店之后，圆通、宅急送、天

猫超市等快递也曾试行过回
收快递包装箱免费寄快递的
活动，但是由于纸箱价值低、
快递员积极性不高等原因，
活动都在进行不久后停止，
并未持续进行下去。

有不少电商负责人坦
言， 包括纸盒回收等方式在
此之前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理
想。“回收的纸质包装破损度
比较高， 回收回来的盒子等
往往不好再投入使用。”而苏
宁相关负责人也透露， 这种
塑料材质的共享快递盒的推
广也仍处于探索之中， 目前
一般针对3C产品和母婴产品
订单。

不难发现，目前绿色包
装尚未成为主流。而据菜鸟
网络预测，99%的快递包装
会成为垃圾， 仍需靠消费
者、清洁工和废品回收人员
处理，要么被焚烧，要么被
填埋。

诸多电商试水新式绿色包装

绿色包装尝试几天被搁浅

有专家表示，目前我
国的绿色物流发展正处
在探索期，绿色包装材料
研发、快递盒共享回收模
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明
确的行业规范、细化环保
材料评级要求等还有待
建立。

今年11月2日，国家邮
政局等十部门日前联合发
布了《关于协同推进快递
业绿色包装工作的指导意
见》，提出2020年，主要快
递品牌协议客户电子运单
使用率达到90%以上,平
均每件快递包装耗材减少
10%以上。 推广使用中转

箱、笼车等设备，编织袋和胶
带使用量进一步减少， 基本
建成专门的快递包装物回收
体系。

对此，诸多快递公司表
示支持。但同时，各种顾虑
也难免。据《2017中国快递
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
趋势报告》中提出，在快递
企业总部和基层网点问卷
调查中，超过95%的受访者
表示，环保包装在成本方面
的压力难以承受。接受问卷
调查的电商卖家中， 超过
64%的受访者也认为，推广
快递绿色包装的关键是把
成本降下来。

推广绿色快递关键是降成本

长沙高校快递包装“绿色循环”

他山之石
快递带来大量包装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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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购大军日益壮大，我国快递业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因快递产生的纸箱、包装
纸、空气囊、气泡膜、胶带等包装材料数量惊人。

中国电商市场创造“世界物流奇迹”的同时，大量快递箱堆积也给城市环境带来了
压力，如何处理快递包装，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环保新问题。

为缓解环境压力，国家相关部门、电商平台、物流平台、快递公司都在尝试推进快递
包装的绿色环保化。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王秋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