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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物流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保难题：
难以降解的包装袋带来环境污染、过度包装造成资源浪费。
根据《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去年全
国快递消耗快递运单约 207 亿枚、编织袋约 31 亿条、塑料袋
约82.68亿个、封套约31.05亿个、包装箱约99.22亿个、内部
缓冲物约29.77亿个。这些数据意味着，高速发展的中国物流
业背后是海量的快递垃圾。

面对物流垃圾的严峻挑战，2016年12月，工信部、商务
部两部委联合下发了 《关于加快我国包装产业转型发展的指
导意见》，站在建设“包装强国”的高度，科学规划并引导包
装产业健康发展，对快递包装回收和绿色包装研发工作给出
指导性意见。

如今，这一现象正在发生改变，许多电商、物流企业和
消费者开始为环保买单，绿色物流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关
键词。最近，在江苏省南京市的董先生收到了一个特别的快
递。他在苏宁易购上购买的新手机，被装在“共享快递盒”
里派送了过来。经过开箱验货后，董先生取走了商品，快递
小哥则将这个塑料包装盒折叠成一个塑料板，带回仓库重新
使用。

“双11”期间，这样的共享快递盒在北京、上海、杭州等
全国范围内共13个城市投放。每个共享快递盒每周平均可循
环 6 次，预计单个快递盒使用寿命达 1000 次以上，大约可节
约1棵10年树龄的树木。目前，苏宁投放的5万个共享快递盒
已经累计节约了650万个普通快递盒。

根据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主要电商企业在11月11
日全天共产生快递物流订单8.5亿件。而今年前三季度，全国
快递量更是达到 273.9 亿件，背后所用的瓦楞纸箱原纸超过
4000 万吨，约等于 6300 万棵树。苏宁易购总裁侯恩龙表示：

“如果电商行业都加入苏宁易购共享快递盒计划，集众人之
力，一年可省下近46.3个小兴安岭。”

除了苏宁易购，其他电商与快递公司也正在加入到绿色
物流的行列中来。笔者了解到，圆通快递大规模应用电子面
单，使用率近80%；百世快递和天天快递将环保快递袋用于消
费者寄件；韵达使用RFID环保袋进行小件集包，环保袋循环
使用可高达50次以上；京东物流在全国启用1000辆采用新能
源的绿色物流车；中通快递和申通快递正在使用绿色循环袋
代替传统编织袋，实现了包装袋的循环使用。

阿里巴巴旗下的菜鸟网络最近还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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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菜鸟网络联
合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
等10个城市全面开展快递纸箱回收行动。

“爱绿水青山、爱健康快乐、爱主
动互助、爱诚信买卖、不乱丢垃圾、
不乱刻乱画、不乱躺乱卧、不大声喧
哗、遵守旅游目的地的管理规定和尊
重当地人的习惯、信仰、风俗。”这10
条文明约定，是“美丽公约”行动向
游客发出的倡议。

“美丽公约”主要发起人史宁介
绍说，团队致力于传递文明旅游理
念，号召大家从自我开始、从点滴做
起，爱绿水青山、爱志愿服务，培育
绿色生活方式，共同出力创造美好生
活，为美丽中国加分添彩。

让美丽约定成为文明风景，这是
史宁与小伙伴发起“美丽公约”行动
的初衷。2014 年，一直在推进“美丽
公约”宣传工作的史宁从大理走滇藏
线到藏区，沿路不时看到秀美风景被
垃圾“毁了容”，孩子们就在垃圾堆边
上玩耍，这一情景让他深受触动。

史宁回到北京后，与另外两位发
起人刘畅和林间商量，要用实际行动
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志愿服务，一起改
变这个不美丽的现象。2015 年开始，
他们先后组织发起“美丽公约擦亮天
路活动”和“美丽公约蓝丝带活动”，
从在藏区捡垃圾、洁净“天路”的实
践开始，希望将文明旅游理念推广到
全国，共同守护好绿水青山。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志 愿 者 参 与 进
“美丽公约”，把蓝丝带系在手腕上，
沿着川藏公路走，把环保垃圾袋递给
游客，把旗帜发给自驾游客，一起拾
捡地上的矿泉水瓶、食品包装袋、烟
头等垃圾……

从拉萨到大理，从北京到深圳，
从上海到黄山、南京、成都、鄂尔多
斯、银川……“美丽公约”在传诵，

“蓝丝带”在传递，一支又一支“美丽
公约”志愿者服务队自发组建，越来
越多的人加入到“美丽公约”行动
中，“美丽公约”公益团队已经成为中
国旅游志愿者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2015 年 10 月，在北京国际摄影周
上，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对史宁赞
赏地说，“你们做得很好，‘美丽公
约’这样的行动正是国家旅游局所倡
导的。”

目前，已经有 50 万游客志愿者加
入了“美丽公约”行动，20 多位文化
名人、影视明星系上蓝丝带，帮助

“美丽公约”进行宣传推广。
在日喀则市，西藏自治区道德模

范尼玛次仁第一次见到史宁时，激动
地说：“看到全国各地的游客志愿者到
西藏，宣传文明旅游，倡导绿色生
活，保护高原环境，亲手清理公路边
的旅游垃圾，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我
们一定要加入进来”。2016年开始，他
拉着朋友一起加入“美丽公约”行
动。与此同时，中国旅游志愿者美丽
公约拉萨志愿服务队成立了，旅游从
业者、游客、学生、公司职员、机关
干部等纷纷加入。

在安徽，看着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在黄山风景区开展垃圾
带下山活动、呵护人类宝贵的生态财富，黄山市旅游委员会
副主任白俊华高兴地说，“‘美丽公约’太棒了，志愿者们很
了不起，游客与市民共建共享文明环境、保护绿色青山一直
以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首先，我个人加入‘美丽公约’，不
仅要把黄山活动搞好，以后‘美丽公约’在其他城市开展活
动，我也要抽时间参加，一起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力量。”

在内蒙古，“小志愿者任弈宁连续两年参加了在鄂尔多斯
开展的“美丽公约”行动；在四川，雅安市民彭建东被誉为

“正能量大帅哥”，多次见义勇为挽救他人生命，今年，他在
雅安组建了“美丽公约”志愿者服务分队。他说，要带动更
多的市民加入志愿者服务行列，共同呵护美丽的家园。

目前，“美丽公约”三大布局清晰明朗，“擦亮天路”号
召全体进藏游客文明旅游保护高原环境，用实际行动清理进
藏公路沿线旅游垃圾；“蓝丝带”面向全国游客进行推广；

“小卫士”是专门为少年儿童设计的活动形式，让每一位小朋
友都成为讲文明、守公德、有爱心的文明旅游小卫士，把生
态文明理念一代代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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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物流

为环保

自觉买单
汪泽方

上海财经大学学生宋晓敏在菜鸟校园驿站领取
了自己的“双 11”快递之后，直接把拆掉的快递纸
箱放回了驿站里的绿色纸箱回收台。捐满 10个纸箱
后，宋晓敏将获得天猫优惠券，菜鸟驿站也会联合
公益组织以其个人名义种一棵树。同时，这些旧纸
箱也方便了寄件——很多学生在寄快递的时候，可
以直接用回收台里的快递包装。

捐纸箱活动深受大学生喜爱。“增设绿色回收台
后，同学们对于捐赠纸箱特别积极。两周时间，就
回收了有400公斤纸箱。” 上海财经大学菜鸟驿站负
责人葛均国称。

物流业的绿色行动还不止于此。随着科学技术
的高速发展，智能手段在技术层面被广泛应用。菜
鸟网络的仓配体系全面使用了新的“智能打包算
法”。菜鸟算法工程师胡浩源介绍说，消费者订单一
来，系统会立刻对商品的属性、数量、体积等进行

综合计算，迅速与现有规格箱子的长宽高和承重量
进行匹配，并计算出需要几个箱子，以及商品在箱
子里面如何摆放最节省包装，达到箱子空间合理利
用。

胡浩源表示：“下一步我们会实现包装定制化，
即根据仓库内商品特性，结合消费者购买组合习
惯，定制最适合仓库使用的包装，快递包装耗材有
望进一步降低15%以上。”

在整体消费升级的趋势下，升级快递包装、推
广绿色物流也是大势所趋，逐渐得到了社会的广泛
认同。

阿里巴巴集团 CPO、菜鸟网络董事长童文红表
示，要实现物流业的环保化，企业责无旁贷。“同
时，绿色物流是一项系统工程，绝非一个平台、一
家企业能够独立完成，需要政府、快递企业、商家
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和担当。”童文红称。

本版部分图片来自百度史宁与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 （右）

我们每天都在进步
罗 兰

中国正走进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绿色发展将点亮每个人的新生活。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
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
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
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
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
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
贡献。

新时代的绿色生活意味着我们要摈弃
过去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将关
注的眼光扩大到周围环境。十九大报告指
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

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
及人类自身。因此，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
待生态，爱护大自然，呵护一草一木、一
山一水，践行低碳生活。

通俗地讲，绿色生活就是每个人都要
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将保护环
境纳入自己的生活，举手投足都要做对环
保有利的事，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目前，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广为社会认
同，并逐渐深入人心。“绿色出行”“义务
植树”“观鸟护鸟”“捡拾垃圾”“保护河

流”“当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等行动不断
涌现。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九成以上受访
者知道“绿色生活方式”，八成以上受访者
认为“绿色生活方式很重要”，对绿色生活
方式支持度越来越高。但仍有不少受访者
对绿色生活方式概念的认知准确度较低，
绿色生活行动明显滞后于观念。

知行合一才能让我们的生活真正绿起
来！事实上，实践绿色生活并不难，只要
有心，在日常的衣食住行间都能做到。

比如，饮食上，我们可以拒食鱼翅等

菜肴，抵制对野生动物的杀戮，实施光盘
行动，不使用一次性餐具和有毒有害物
质；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骑自行
车或步行；居住上，不过度装修，使用节
水器具、节电灯具、节能家电。倡导垃圾
分类；办公时，尽量节水、节电，纸张双
面使用；消费时，节约极简，拒绝过度包
装。抵制珍稀野生动物毛皮产品的消费。
购买环保产品、支持绿色生产企业，积极
参与环保志愿公益活动，做环保志愿者。

绿色生活不单是每个个体的责任，还

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
比如建立健全有关绿色生活的相关政

策制度，制定激励和扶持措施。加大对新
能源汽车、公共交通设施的投资力度，开
发面向公众的绿色生活 APP，发布绿色生
活指数，传播生态文明科学知识和绿色生
活方法，制定公民行为准则等，这些都是
政府和相关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开发绿
色产品，建立绿色产品营销体系，加速生
产绿色转型，创造出更大的绿色产业和市
场等，这些都是有识企业的明智之举。

人与地球是同呼吸共命运的
共同体，每天提醒自己过绿色生
活，就是每天为地球和人类可持
续发展作贡献。在新时代，这种
对大自然和子孙后代负责任的绿
色生活方式将成为人人追求的新
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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