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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吸屏、主板安装、通电检测、装箱入库……
日前，在深圳市龙岗区的兆驰集团总部研发生产
基地内，工人们正加紧 JVC 电视的生产。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这些智能大屏电视是拼多多“新
品牌计划”联合 JVC 电视推出的首批定制化产
品，8月18日开始在拼多多平台上销售。

今年以来，在中国电视市场零售总体有所下
滑的背景下，不少企业将目光投向互联网平台。
有关机构预测，2019 年，线上电视销量将达 2335
万台，占行业比重攀升至50.8%。

“电视是一个成熟的产业，但互联网作为底层
服务商依旧大有可为。”拼多多副总裁井然表示，
截至今年 7 月，拼多多电视产品累积销量突破 160
万台，同比涨幅超过 180%，创维、海信、康佳、TCL、
小米、长虹等各大品牌销量均实现大幅增长。

7月，电视年产能超1000万台的兆驰股份与拼
多多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兆驰向拼多多开放了包
括设计研发、产品结构等在内的所有生产信息，
拼多多则在需求端收集、转化数据，并且反馈给
兆驰。双方依托兆驰获得授权的 JVC 电视品牌，
践行以需定制、按需定产的模式。

拼多多介绍，双方首批定制化产品共包括 32
英寸、39 英寸、55 英寸以及 65 英寸在内的 4 款智
能电视，电视配备了4K超清屏体、8G内存、背光
模组与屏幕一体化设计等硬件，拥有国内98%院线
大片，与迪士尼、尼克动画等合作引入动漫以及
幼教内容，与学而思网校展开合作，覆盖幼/小/
初/高各阶段精选教程。

兆驰股份董事长顾伟表示：“兆驰拥有国家级
研发中心和高效的供应链体系，互联网让我们有

机会从后台走向前台。与拼
多多达成战略合作后，我们
迅速推动工业互联网进程，
产品研发和渠道覆盖能力进
一步增强，有能力持续推出
定制化产品。”

拼多多方面表示，“新
品牌计划”将联合兆驰与

JVC，持续实践小批量、多品类的个性化定制，通
过优化资源配置和供应链体系，进一步降低企业
生产和销售成本，并以数据迭代的方式，推动电
视产品智能研发。

“为满足平台 4.43 亿消费者日益旺盛的需求，
拼多多正加大力度布局包括冰箱、移动空调、智
能家居等在内的行业，将持续推出相关定制化产
品。”井然说。

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智库专家张
洪兴认为，互联网平台作为大数据和渠道的源
头，一方面大幅降低了供需之间的沟通成本，另
一方面让生产商可以迅速了解市场需求。互联网+
智能制造，为打造普惠型品牌开创了广阔空间，
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产品研发能力和智能化制造水
平，将形成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局面。

拼多多联合JVC电视推出定制化产品

电视企业抢搭互联网快车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湖北省秭归县的九畹溪，是长江流域著名的峡谷漂流景区。景区长
约6.8公里，上下游水位落差90多米，运营22年来，共接待游客350万人
次。图为近日游客在九畹溪漂流景区享受清凉。

郑家裕摄 （人民图片）

溪上漂流享清凉

看数量：
全国外卖用户增长到 3.58 亿，每

份外卖中有多个一次性餐盒、餐具

生活在北京的“90后”高阳是外卖的忠
实用户，几乎每天都会点单。这天上午不到
10时，高阳又打开手机APP，花24元点了一
份肉夹馍和一碗馄饨。因为上午10时以前还
属这家店的早餐时段，价格更便宜，高阳特
地提早下单。对于如何更省钱，这位老主顾
已经了然于心。

大概半小时之后，外卖顺利送到了，食物
连同各式包装在眼前展开：外包装是商家自行
设计的纸质袋，打开袋子，一碗馄饨用纸碗装
着，上面有塑料封口盖子；肉夹馍则是内面有
塑料质地薄膜的纸质包装；还有一份用纸料
密封的餐具，里面装有木质的筷子、原木材
质的纸巾、塑料白勺子、牙签和无糖薄荷糖。

全部吃完后，高阳特地留意了一下，虽
然食物就是简单的肉夹馍和馄饨，但垃圾的
数量却不少：木质的筷子、牙签；纸质的所
有外包装、餐盒、纸巾；塑料的盖子、勺
子，有些甚至没有使用的，比如牙签和多余
的纸巾，但都统统进了垃圾桶。

点的外卖多了，高阳见过各式各样的包
装，差别主要在餐盒。“一般根据食物的类型，
不同商家会采用不同的包装方式。”高阳说，比
如煲仔饭会用锡纸盒，外面再加一层卡纸包裹
住；饺子怕粘连，包装盒里就会有许多塑料小
格，还分上下层；粥品之类的流食温度高，会用
防水的纸质材料；而奶茶之类饮品除了饮料盒
子之外还会送奶茶托，塑料、纸料材质不一……

餐盒、餐具、外包装袋，伴随每一次外
卖下单，都会产生这样一包垃圾，考虑巨大
的外卖用户基数，规模更是不可小觑。

根据艾媒咨询的报告，截至2018年，全
国的外卖用户已增长到 3.58亿，整个外卖市
场已突破2400亿元。此前，几大外卖平台数
据显示外卖平均客单价已超出40元，若以此
粗略估计，2018年全国每天送出外卖超千万
份，则每日送达消费者手中的餐盒等包装数
量也是千万级别。

北京盒利活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郑
亦兴介绍，根据他所在公司的实地统计，每
份外卖中至少有 3 个一次性塑料餐盒。他们
公司曾经跟北京一座写字楼下的拾荒者合
作，把每天从物业收过来的垃圾进行分拣，
结果发现，写字楼产生的生活垃圾中，外卖
垃圾的重量比例至少占 40%，有的甚至达到
50%，体积占比能达到60%-70%。

看材质：
砂锅、瓷盘等材质的包装越来越多

出现，但消费者对多次利用存疑虑

随着外卖行业的发展，商家开始在餐盒
包装上做改良。

在上海工作的白领罗茂林最近点了一次
捞饭，单价不到30元，送到后发现竟然是砂
锅包装。在外卖平台上查询这家主打食补捞

饭的店，页面上详细介绍了选用砂锅包装的
原因。商家称，一方面，土烧的容器可以无
害降解，更环保；另一方面，避免高温熬制
的滚汤倒入塑料包装可能导致的食物不安
全。同时，商家还特别标明“商品不额外收
取包装费”。

点餐时，这家店在外卖平台上显示的包装
费的确只有 2 元。但作为消费者，罗茂林却有
不一样的看法：“羊毛出在羊身上，砂锅的价钱
也得折进餐费里。”据业内人士介绍，商家入驻
平台确认包装价格时，需要拍摄餐食的图片，
然后选择是否需要单独的餐盒，若需要，平

台系统会显示不同的价格选项，目前一个包
装价格大多在 1-2 元。若商家选用的包装价
值超出平台显示的价格，在用户端也不会有
所显示，但“商家总不会做亏本生意”。

在采访中，不少消费者表示收到过砂
锅、瓷盘、玻璃瓶等材质包装的外卖，因为
看起来价值更高、属于反复利用类容器，有
的还跟商家确认是否需要回收，有的则认为
弃之可惜，但长期使用也不放心。

在北京一家律所工作的申启慧发现，包
装的“豪华”程度和外卖价格直接相关。如
果是海参、鲍鱼等价格相对较高的食品，一

般会用砂锅或玻璃质地的容器，餐具也是铁
质的，看起来质感更好。但因为这些餐具容
易破裂，所以外面会加防震包装或用质地较
硬的卡纸严实包裹，这样一来，又增加了额
外的包装材料。不少消费者表示，这些餐具
使用一次未免浪费，但即便当时留下来二次
使用，时间稍长也往往就扔掉了，“毕竟不是
自己买的，不放心”。

的确有外卖员再次造访回收餐具的情
况，但属于少数。广州白领钱榛曾点过某品
牌火锅店的外卖，迎来的是包送全套服务的
外卖小哥。只见外卖员背着一个大箱子上
门，里面不仅有盛放火锅食材的餐盒和餐
具，还有锅、电磁炉、排插和塑料桌布。“一
进门外卖小哥就帮着把塑料桌布铺好，吃完
火锅后，只需要把锅、电磁炉、餐盒等所有
东西装进箱子放到门口，外卖小哥会按照提
前预约好的时间来回收。”对于这样的一次外
卖服务，所有商品均标注“不额外收取包装
费”，但提供给顾客的锅具、炉具会收取 50
元的使用、回收和清洗费用。

看处置：
餐盒、餐具、外包装需减量，平台、

商家均可更有作为，垃圾分类带来利好

如何能在外卖垃圾减量上有所助力？针
对筷子、勺子等餐具，不少平台推出了自动
勾选是否需要餐具的选项，但实际使用中，
普遍存在问题。

“餐具可以自己准备，反复利用，这是很
容易实现的事情。”在上海实习的张天说，但
是经常会出现在外卖平台上勾选不要餐具、
最后仍送来餐具的情况，根据餐食的总量，
有时候还会送来好几套餐具，没用过的，最
后也都扔掉了。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不同地
方，消费者普遍反映存在这一问题。据业内
人士介绍，在很多商家门店，外卖包装都是
提前搭配准备好的，尤其在午餐时段，可能
2 小时内要出三四百份外卖，为了赶单，商
家往往不会一一区分哪些需要餐具，哪些不
要餐具。“虽然一份两份看起来不花时间，但
积少成多，当订单集中到达时，商家根本顾
不上这些。”这也导致在不少地方，是否勾选
餐具选项形同虚设。

而在餐盒方面，不少消费者表示，因为
食物要经过几公里的运输，餐盒等容器和外
包装必不可少，但是商家可以尽量避免过度
包装。“比如有时候为了防止漏洒，商家会在
餐盒外面缠很多层保鲜膜，怎么都解不开，
既浪费材料造成环境污染，也带来很大的不
方便。”高阳说。此外，还有一些类似腰封、
过度厚实的一次性塑料餐盒、餐具包装等，
观赏功能也大于使用价值。

在郑亦兴看来，目前产生的大量外卖垃
圾问题，尤其是餐盒，尚没有很好的替代和
解决方案，但是产业链上各方还有努力的空
间。一方面，平台可以进行更严格的环保控
制，包括为用户提供对商家在环保方面表现
的反馈途径，如是否按需不送餐具等，还可
以将对商家的环保考评作为一项排名指标，
引导商家和消费者选择更环保的用餐方式；
另一方面，商家要更严格地自我约束，包括
为顾客提供更安全的食物包装等。

对于大量的外卖垃圾如何进一步回收利
用，市场上已经陆续出现一些专门的机构和
企业。过去，在回收过程中，外卖餐盒中的
餐余、水分、油脂等容易污染其它可回收
物，从而使其失去再生利用的价值，或带来
过高的处理成本。不过，自从上海在全国首
先实行垃圾分类，外卖垃圾的回收与再利用
也被认为燃起了“新的希望”。

每天送达消费者手中的餐盒数千万个，写字楼外卖垃圾占比达60%-70%——

我们吃出了多少外卖垃圾？
李 婕 卫琳聪 苗 露

随着手机下单叮咚一声响，几公里之外的餐厅

后厨开始忙碌起来。快速盛装、密封、打包，跟随

外卖“骑士”穿越城市街道，几十分钟后，美食即

可抵达消费者手中。相关机构数据显示，中国外卖

用户已超过3亿人。围绕外卖展开的这条产业让许

多人受益，包括前所未有的便利、规模庞大的就

业、更加丰厚的利润，但与此同时，也催生了超出

想象的外卖垃圾——餐盒、餐具、纸巾、塑料膜、

外包装袋……这些究竟有多少？我们跟不同城市的

消费者一起算了算账。

本报天津电 （记者扎西） 全国
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近日开
幕。天津市积极提升无障碍设施，创
造无障碍环境，“融畅”天津市“无障碍
导向标识系统”开始试运行。这是全
国首个将全市区域室内外无障碍设施

信息进行系统采集、方便残疾人找到
所需要的无障碍设施的导航系统。

据介绍，“融畅”系统可以装在
手机里，使用者输入目的地，周边的
无障碍厕所、无障碍电梯、无障碍通
道、无障碍门、升降平台、无障碍客房

甚至轮椅租赁点，都能尽在“掌握”中。
目前，天津市测绘院已经基本完

成市内六区、环城四区和滨海新区建
成区及其他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无障碍
数据普查和入库工作，到今年底前，
将完成全市建成区域内所有无障碍数

据的普查和入库工作。
目前，该系统采集了 15 种公共

场所的 12 类近 10 万个无障碍设施数
据信息，包括无障碍卫生间、轮椅坡
道、缘石坡道等室外设施和大型商
场、超市、三甲医院、地铁等室内的
无障碍设施。基于互联网导航电子地
图，该系统实现了当前位置到目标无
障碍设施的导航与标识，以文字、图
片、语音等多种指引方式，帮助需求
人群快速找到室内外的无障碍设施。

无障碍厕所、无障碍电梯、升降平台、轮椅租赁点等尽在“掌握”中

全国首个无障碍导航系统在津上线

图①：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外卖小哥正
在送餐。 胡小龙摄 （人民视觉）

图②：一份不到30元的外卖餐食，产生
的垃圾包括 4 个餐盒、2 套餐具、1 个外包
装袋，其中，附赠的醋、糖等在丢弃时均
未开封使用。

本报记者 李 婕摄

图③：消费者点了约合常规 2人分量的
餐食，并在外卖订单中备注“无需餐具”，
但是送来的外卖里仍附带了2套餐具。

本报记者 李 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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