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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快递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重要举措，更是行业发展的重要目标——

快递业，让“绿色”贯穿每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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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商和快递行业的迅速发展，快
递业正逐渐演变成一个服务于本地生活
的全新生态圈。绿色快递不仅是保护环
境、节约资源的重要举措，更是整个快递
行业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走访各大城
市的快递公司，记者深刻感受到：绿色快
递在业界努力下，正在大步向前行进。

绿色包装
技术提升是关键

快递包装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越来
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存在过度包装、材料
不够环保、包装不能循环利用 3 大问题。
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由快递包裹产生
的包装废弃物达到了百万吨级，回收率却
不足10%。

国家邮政局出台的《推进快递业绿色
包装工作实施方案》提出，快递业包装要
在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等方面取得明
显效果。“十三五”时期，力争在重点企业、
重点地区的快递业包装绿色发展上取得
突破。怎样促进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
实现绿色包装的目标？

各家快递公司针对包装污染问题积
极开动脑筋。据顺丰速运相关负责人介
绍，顺丰研发出了一款可供二次使用的文
件封和免胶纸的纸箱，同时具有防盗、易
撕开等功能；顺丰还在中转场逐步以可重
复使用的帆布袋代替普通编织袋，目前每
年能节约2900万个编织袋。

申通快递已在各网点推广重复使用
的编织袋，使用次数可达 50 次以上。圆
通速递负责人钱卫华向《经济日报》记者
介绍，目前圆通正积极践行“绿色圆通”理
念，在全网推广使用电子面单、编织袋循
环利用，探索绿色包装，并着手研发冷链
物流的环保包装。中通则开启了包装回
收行动，用户发件时可通过二次利用快递
包装抵扣快递费用，根据包装盒大小，中
通会给予用户 2 元到 5 元的费用减免，推
动用户多次使用包装盒。

北京印刷学院青岛研究院副院长朱
磊认为，要实现绿色快递包装的目标，还
需从几个方面入手。“首先，一定要落实国
务院发布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
案》，积极落实包装生产的回收责任制度，

引导快递公司加入循环发展引领行动。”
朱磊表示，开展物流业包装标准化和分类
回收利用试点时，尤其要对重点循环使用
的包装物品类，如包装箱和集装总包等，
推进快递包装标准化。

朱磊认为，还应研究和改进快递包
装的统计方法，分析各种绿色包装的绿
色效能和周期评价，例如引入绿色包装
标识和碳排放核算机制，全面评价绿色
包装使用率和特定包装物对环境友好的
程度。“通过提高包装产业的技术含量，
延伸快递包装的服务链条，引导快递包
装产业从传统包装制造商向包装整体解
决方案提供商转型。将快递业与农业、
制造业、食品产业结合，提供生鲜冷链
包装解决方案、包装溯源服务等，将有
效提高包装物的附加值、利润率和回收
价值。”朱磊说。

投递物流
创新环保有实招

在快递“最后一公里”问题上，交通运
输部专家委员会委员杨世忠表示：“要鼓
励大家用智能快递柜，让用户自取包裹，
同时推广新能源物流车，实现绿色投递。”

在运输过程中,快递车辆产生的污染
不小。在北京、上海、苏州等 20 个城
市,菜鸟网络大力推广了零排放纯电动物
流车。通过替换传统燃油车并通过智能
车载终端、信息技术及大数据的力量,提
高车辆利用效率,让快递的物流过程更加
环保。实践表明,通过智能算法,从县城
到农村的配送可减少30%的燃油使用。

菜鸟网络、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发起,圆通、中通、

申通等 6 家快递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菜
鸟绿色联盟公益基金。未来,基金计划投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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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和
推动。

“这几家快递公司占据了全国90%的
市场份额。希望能借助基金推动解决物
流业污染,推动快递包装创新改良,促进
快递车辆使用清洁能源,引导运用大数据
技术减少资源浪费。”菜鸟网络董事长童
文红说，“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希望能建
立绿色物流的国家推荐标准并上升为国
家强制标准,彻底解决污染问题”。

国内首款智能绿色物流车智骐近期
也成功投入市场。智骐是一款纯电力驱
动的清洁能源物流车，与传统物流车辆相
比具有经济便捷、智能绿色、安全舒适等
优势。随车配置的车载移动终端通过大
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可以实现物
流行业送件、收件实时路线规划、电子订
单管理等功能。

当前，北京市约有 5000 辆快递电动
三轮车，每天投递约 50 万次包裹，节能减
排价值很大，也降低了企业的运输成本。

“之前都是开燃油车送货，很累。电动汽
车操作起来很方便，车内噪音也低。”顺丰
快递配送人员宋辉说。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司长杭瑞林
说：“在实践推广应用中创新手段，新能源
车对物流业的推动力将更大。电动三轮
车利用电池供能，可携带 195 公斤的包裹
和信件，时速可达 45 公里，电池能运行 9
个小时。电动三轮车能实现零排放，同时
还配备智能装置，可以利用手机 APP 标
注问题路线等。”

绿色分拣
智能系统显神通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快递业发展“十
三五”规划》明确提出，鼓励快递企业采用
先进适用技术和装备，推进机器人、无人
机、无人车研发和应用。记者在几家快递
公司看到了各显神通的智能分拣系统。

在上海市申通快递总部，经过大数据
分拣后的快递正有条不紊进入分拣道口，
自动化流水线同时对上千万件商品做存
储、管理。“原理是大数据分拣机通过条形
码扫描、色码扫描等方式输入到分拣控制
系统中，根据分拣信号决定商品该进入哪
个分拣道口，不仅提高了速度，还减少了
装卸磕碰。”申通副总裁陈向阳介绍。

利用大数据，快递分单操作员根据面
单上的数字代码进行标记画号，整个过程
不到 1 秒，只需将面单上数字与自己负责
区域代码一致的快件挑出。经过大数据
分单后的客户信息会生成一个“汉字（一
段码）+数字（二段码）”组合编码，精确匹
配消费者所在城市、区县。例如上海进港
件在外地转运时，分拣员只需看一段码

“沪西”，上海转运中心第一道初分只需看
代码“03”，第二段分拣看代码“01”，就能
辨认并将快件分拣归类，现在分单二段码
准确率已达96.8%。

天津百世快递分拨中心目前已启用
“二段码”技术，“二段码”形式为末端中转
部至末端网点承包区。百世快递分拨部
朱经理说，“二段码”能有效减少分拣工作
对人的依赖性，“以前，如果某个区域的分
拣员工没来，工作很难进行，现在这个问
题就解决了”。

夏日，位于山东淄博市桓台县的马踏
湖碧水蓝天，成片的芦苇摇曳生姿。一只
只鱼鹰伴随着船夫“吆嗬嗬”的号令声，如
离弦的箭一般，争先恐后地扎到水中捕鱼。

放鹰人是70岁的宋述智，桓台县起凤
镇华沟村人。马踏湖畔放鱼鹰是宋述智的
家族传统，他介绍，前些年，这个行当在马
踏湖差点消失。“上世纪80年代，马踏湖周
边有上千只鱼鹰，后来水污染让鱼变少了，
鱼鹰们也‘失业’了。”近年来，随着马踏湖
的生态保护和修复，湖区水质明显提升，鱼
也越来越多，宋述智操起了旧业。他希望
这项技艺能够后继有人，成为马踏湖区特
色文化的一道风景。

位于山东省中部的马踏湖，历史上水
域辽阔，物产丰饶，是鸟类的天堂。桓台县
起凤镇鱼龙村村民巩本忠在马踏湖边长
大，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拿着相机到马踏湖
边拍鸟。他说，过去湖里鸟很多，大尾鹰还
在芦苇丛里做窝呢。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生产队先是在
湖里种藕养鸭，又大面积围湖造田，马踏湖
面积减少了近 8 成。80 年代起，大量的工
业及生活污水也顺上游河道排入湖中，飞
鸟一度销声匿迹。

近年来，桓台县下大力气对马踏湖流
域进行综合治理，实施了马踏湖湿地生态
修复蓄水、自然保护区湿地恢复、矿山复绿
等项目，通过栽植苗木、封湖育草、退养还
湿，解决湖区枯水期缺水、湿地面积逐年减

少的问题，提高了马踏湖防洪蓄水、补给水
源、净化水质的能力，促进了湿地公园多种
功能的有效发挥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在
上游河流的干流、支流和入湖口处，建设不
同类型的人工湿地。

在此基础上，桓台县实施了马踏湖湿
地鸟类救护、基础设施提升改造等项目，建
设生态滞留塘，建立水文水质监测站，设置

野生动植物监测样带、动植物管理信息库、
监测信息档案，对野生动物及湿地资源状
况进行动态管理，改善了湿地生物的生存
环境，湖区内野生动植物的种类和数量明
显增多。

通过“源头治理＋生态修复”的方式，
马踏湖再现当年的秀美风光，重新成为鸟
儿的乐园。“现在湖里的鸟儿非常多，春天

有凤头麦鸡；夏天有白鹭、苍鹭等鹭鸟；深
秋时节，白骨顶、黑水鸡、夜鹭等遮天蔽日；
到了冬天，‘鸟中大熊猫’震旦鸦雀也来这
里越冬。”巩本忠告诉记者，目前，湖区鸟类
有170多种，他实际发现过的就有127种。

起凤镇华沟村紧邻马踏湖，为确保流
入马踏湖的水质安全，桓台县对华沟村
200 多养殖户的鸡舍、鸭舍集中拆除。养
殖业不能干了，今后该如何发展？县里倡
导村民把自己家闲置的房子改造成农家
乐，向游客开放。为避免旅游对水质的破
坏，政府还给予相应补助资金，对农家乐的
厨房、厕所及污水管道进行改造。

湖区百姓也逐渐意识到养殖对湖区环
境的破坏，在政府的扶持下，纷纷转型做起
农家乐。如今，华沟村有 100 多个农户改
行干起了农家乐。今后，像华沟村这样的
村庄还将获得省里的生态补偿资金。长年
在外做印刷生意的宋振涛投入 700 多万
元，在湖区做起了集美食、住宿、垂钓于一
体的餐饮项目。他说：“我看中的就是生态
的持续改善。有了好环境，不愁生意不红
火。”今年“五一”假期，宋振涛一天的营业
额就超过了5万元。

据了解，在马踏湖生态改善的带动
下，今年 1 月份至 4 月份，当地规模以上
服务业营业收入达到 982.5 万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 10.59％。下一步，桓台县将加
大生态产业和文化旅游业发展力度，将马
踏湖湿地公园打造成鲁中生态新高地。

山东桓台县对马踏湖流域进行生态保护和修复，水质明显提升，鱼越来越多——

鱼 鹰 再“ 上 岗 ”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杨永杰

这是义乌申通公司的快递智能机器人分拣系统。这套智能机器人分拣系统已在义乌、天津等
地的分拣仓库投入使用，分拣错误率低，效率高，可减少70％的人工。 新华社记者 张 铖摄

山东淄博市桓台县起凤镇华沟村70岁的宋述智划着小渔船，载着鱼鹰在生态恢复后
的马踏湖捕鱼。 李 凯摄

快递在为百姓带来便捷服务的同

时，在包装、分拣、投递环节存在浪费与

污染问题。

绿色快递这个命题，需要包装、分

拣、投递环节的共同突破和创新，让快递

行业的产业链更加绿色环保。从免胶纸

纸箱到纯电动物流车，再到智能分拣系

统，各快递企业各显神通，共同推动着行

业进步和绿色快递目标的实现。

盛夏的早晨，
河南省沈丘县石槽
集乡陈口村人安瑞
周在沙颍河岸边垂
钓，一旁的水桶里

盛满刚钓上来的鱼儿。“鱼很多，两个小时我钓到
了30多条小鲫鱼。”安瑞周说。

今年73岁的安瑞周是在沙颍河边长大的，“小
时候常在河里游泳、捉鱼”。前不久，他试着在这
撒网捕鱼，捕捞到了鲢鱼、鲶鱼等小鱼小虾，还有
半公斤重的鲤鱼。

在安瑞周的记忆中，2008 年时，沙颍河水还
飘散着臭味，极少见到鱼。如今，沙颍河内不仅鱼
儿种类增多，还吸引了白鹭、水鸭、白鹳等鸟儿。
记者站在沙颍河岸边，看到茂盛的蒲草、芦苇随风
晃动。阳光穿透水面，水底的水藻清晰可见。

这是近年来沈丘对沙颍河全河道治理取得的成
果。去年,沈丘县农发行为县污水处理厂一次性融
入资本金 7900 万元，在沙颍河建设人工湿地，并
对上游的来水及沈丘的污水处理厂产生的尾水进行
进一步净化。针对沙颍河滩涂宽阔、黄沙裸露、易
形成扬尘的问题，沈丘县林业、环保、水务等部门
密切配合，植树植草，绿化沙颍河滩涂及淤背裸露
土地，建成沙颍河防护林26.8公里。

“上游县城和我县通过实施环境治理，让沙颍
河沈丘段水质明显好转，沙颍河槐店闸断面主要污
染指标 COD、氨氮下降趋势明显，水质可以稳定
达到地表水 IV 类标准。监测数据显示，沈丘县纸
店出境断面 （省控） 与槐店闸入境断面 （国控） 相
比 ， COD 和 氨 氮 年 均 值 均 下 降 9.7% 和 7.4% 以
上。”沈丘县环保局负责人孟庆雷说。

沙颍河在沈丘流经槐店、石槽等7个乡镇，全
长 36 公里。受过去粗放式发展方式的影响，水质
一度污染严重。孟庆雷告诉记者，沙颍河本身内水
量较小、冲刷力弱，仅靠水体自净能力，水质实现
快速改善压力较大。

近年来，沈丘县政府高度重视沙颍河环境治
理，多次研究沙颍河治理工作，出台了相关方案，
在全河道建设了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

孟庆雷说，“原来河中心水面只有50米宽，河
水很快流向下游，水草也长不起来”。

如今，沙颍河的水面有 200 多米宽，水草茂
盛，泥沙也沉淀下来。水面上，睡莲随波摇荡，岸
边长着茂盛的蒲草、芦苇,不时有鸟儿在水草中
飞过。

在沙颍河畔的水岸名家社区，几位老人正在树
荫下唱戏。“现在水清树绿，空气很好，附近村庄
的人都愿意来这玩。”74 岁的王子贤说：“你看，
河对岸树上的白鹭！”记者顺着老人所指的方向望
去，果然有白鹭在树上嬉戏。

“通过治理,沙颍河的水质得到了深度净化，
还节省了700亩土地。我们要时刻倡导绿色发展理
念，让百姓获得更多的幸福感。”沈丘县委书记皇
甫立新说。

沙颍河畔白鹭飞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王向灵

沙颍河沈丘段水质明显好转。沙颍河槐店闸断
面主要污染指标 COD、氨氮下降趋势明显，水质可
以稳定达到地表水 IV 类标准。这是沙颍河畔栖息
的白鹭。 王向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