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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追问：包装垃圾哪去了？
刚刚经历了“双11”，快递这两天陆陆续续送到了家。满心欢喜拆开层层包裹的商品时，很多人也忧

心，这些快递包装垃圾最后都去了哪里？快递行业“绿”到什么程度了？

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最新
数据显示，“双11”当天，仅天猫的
订单就达12.92亿件。事实上，从
2012年的56.9亿件，到2018年的
超500亿件，近些年我国快递单量
快速增长。业内人士预测，2019年
快递单量更将突破600亿件。快速
增长的快递单量背后，是快递包装
垃圾的爆发性增加。

快递包装主要以瓦楞纸箱和
塑料袋为主。根据中华环保联合
会等机构近日联合发布的关于中
国快递包装废弃物产生特征与管
理现状的报告，通过从业者估算以
及抽样称重，纸箱类包装废弃物只
有不到5％被重复使用，更多的纸
箱是被回收，约占80％。

然而从环境角度，业内人士更
建议纸箱重复利用，而非回收。回
收的话，纸箱的处置链条会变长，
纸箱粉碎成纸浆重新生产的过程

中，仍然会带来大量的碳排放。
快递的塑料包装垃圾，目前来

看，主要是塑料薄膜、填充料和透明
胶带。根据上述报告，分别约占塑料
包装的60％、18％和9％。这些塑料
包装价值低、回收难度大，更多是作
为生活垃圾被焚烧或者填埋。然而
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各类电商平台卖
家，都存在过度包装的倾向。

此外，中华环保联合会国际合
作部副部长倪垚认为，一些快递包
装中使用的塑料薄膜质量堪忧。

“这些薄膜约70％是由再生料直接
再生，呈现灰色或黑色；约25％由
再生料和少量原生料混合生产，一
般呈现黄绿色。由于包装材料多
由商家自主进货，他们倾向于选购
价格较低的包材，再生料来源不
明，生产过程中可能造成环境污
染，也可能对接触该类材料的消费
者和快递员的健康产生影响。”

事实上，随着快递物流行业的
“绿色化”引起社会关注，目前包装、
配送、回收等各环节都已经有了一
些举措。

如“四通一达”等快递企业在快
递收发点设置了回收箱，鼓励居民
将完好的纸箱送回，促进循环使用；
两联电子面单正在替代原有的四联
手写单，中国快递协会副秘书长杨
骏介绍，目前行业内电子面单普及
率超过90％，用纸比原来节省至少
40％；给胶带“瘦身”，缩减胶带宽
度；以大颗粒气体填充物代替小颗
粒填充物；推出“可降解”包装袋等。

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仍存在
一定难度，还需要快递企业、电商平
台与商家、消费者等多方共同参与。

——用户配合意愿低。以纸箱
的循环使用为例，深圳大学在快递
的收存点设置了回收箱，鼓励学生
现场拆快递，但出于方便或隐私等
方面考虑，高峰期一小时内取件人
数约170人，仅有7个现场拆解。

——快递网点回收存储不便。
有快递公司表示，快递站点空间窄

小，没办法储存大量回收再利用的
纸箱；此外，电商平台及快递公司对
纸箱回收再利用尚无明确的激励政
策，站点缺乏回收动力。

塑料类的快递包装，则面临更
大的循环使用难题。据菜鸟介绍，
目前“一些末端网点也对填充物进
行回收”，但这些填充物更占空间，
无疑增加了存储难度。此外，由于
塑料的回收价值低，绝大多数包装
塑料无法进入回收通道，与其他生
活垃圾一起，被焚烧或者填埋。

——过度包装常见。商家和消
费者多有“多层包装才能保证产品
的安全无损”的心理。目前来看，快
递公司、电商平台对商家的包装方
式均无特定的要求。

——可降解塑料袋成本高，降
解效果待验证。菜鸟绿色行动负责
人牛智敬表示，环保快递袋的市场
价格，约为普通快递袋价格的1.5
倍到2倍。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环卫
处处长徐志平则认为，市面上的可
降解塑料质量参差不齐，工艺颇多，
能否完全降解存疑。

针对这些快递行业“变绿”的瓶
颈，业内人士建议细化行业标准的
同时，利用市场化手段探索快递的
新业态。

倪垚认为，目前国内针对减少过
度包装、提高回收和再利用率等政策
法规，“均以倡导为主，缺乏相应强制
或激励性政策，造成电商平台、快递
公司包装绿色化革新动力不足。”

快递公司也认为推广绿色包
装，需要在全行业同时强制推进，

“目前国内快递行业竞争激烈，利润
摊薄，使用绿色包装意味着企业成
本增加。除非整个行业统一推进，
单独某家企业难以承受市场压力。”
牛智敬说。

倪垚认为，“当前阶段我们暂无
快递行业包装环保标准，不少快递
袋来源不明，生产过程污染严重。”
没有无用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

资源，清华大学循环经济产业研究
中心主任温宗国认为，“包装材料明
确行业标准，将有效降低收集整理
的难度和成本。”

有业内人士建议，将绿色包装
作为快递企业从事快递经营的准入
条件之一，推动绿色信息披露和消
费端绿色选择。

此外，清华美院社会创新与可
持续设计实验室协调人钟芳建议，
建立包装材料回收机制和循环使用
体系，鼓励探索新的快递业态。钟
芳介绍，国外一些企业已经有了一
些尝试，如宝洁、雀巢、百事等快消
品牌与循环电子商务平台Loop合
作，除了上门送货，Loop还上门回
收用完的包装瓶，经专门的清洁后
实现容器循环。

（新华社上海11月13日电 记
者杜康）

1400多万人次上过“老赖”黑名单
王思聪、罗永浩被限制高消费，贾跃亭因欠下巨额债务未还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近期，不少商界知名人士因为债

务未还被法院发布“限制消费令”，或者列入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数据显示，自国内推出“老赖”黑名单以来，累计上榜者已超过1400万人次。法律如何界定“老赖”？被执行人、限制

消费、失信被执行人，这些名词背后有何规定和区别？我国目前对“老赖”的惩治力度到底有多大？

王思聪被北京市二中院列入被执行
人名单后，上海市嘉定区法院近日又对其
发出“限制消费令”。

就在前不久，锤子科技的罗永浩也被法
院发布了“限制消费令”。罗永浩为此发表了
《一个“老赖”CEO的自白》，称就是“卖艺也要
还钱”。拖欠众多供应商货款及用户押金的
ofo CEO戴威，也被发布了“限制消费令”。

此外，乐视创始人贾跃亭因欠下巨额
债务未还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暴风集团
的实控人冯鑫多次被限制高消费后，成为
失信被执行人。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宝”的广告
语曾经火遍大江南北，金嗓子喉宝的创始
人江佩珍前不久也上了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原因是拖欠数千万元广告费。

何为“老赖”？北京市理格丰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郭玉涛解释，成为“失信被执行
人”才是法律界定上的“老赖”。“简单说，被
执行人是‘有债没还’，而失信被执行人是
指‘有钱不还’。一旦被执行人明明有钱却
赖着不还，或者隐瞒转移财产等，法院就会
认为其失信，将其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肖飒表
示，限制消费和失信被执行人都是在被执行
人不履行义务之后产生的概念。被执行人
如果履行了义务，就不会和限制消费以及失
信被执行人产生联系。

国家发改委官网信息显示，自2013年
10月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制度
起，截至2019年6月底，全国法院累计发布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443万人次，累计限制
购买飞机票2682万人次，限制购买动车高
铁票596万人次，437万失信被执行人慑于
信用惩戒履行法律义务。

记者调查发现，成为“老赖”原因
多样，有熟人之间借款不还的，有信用
卡长期逾期不还款的，也有公司经营
不善陷入债务危机的。由于成为“老
赖”和具体金额无关，近两年来，网贷
行业泡沫破灭产生了大批借款不还的

“网贷老赖”，金额不大但人数不少。
国内企业信用信息查询平台

“启信宝”曾在今年1月做过统计，在

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有很
大一部分是企业负责人。据这个平
台称，在可查询的企业负责人中，董
事、监事以及公司高管，包括初创企
业的执行董事和监事以上的公司负
责人，有近119万人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占比接近10%。

据“法银媒”平台的失信被执行人
大数据分析，自然人“老赖”名单中，年

龄段在41岁至50岁的占比37%，31
岁至40岁的占31%，51岁至60岁的
占17%，18岁至30岁的占11%。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限制消
费令”不是简单的一纸文书。《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
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明确，被执行
人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的行为
属于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行为，经查证
属实的，依法予以拘留、罚款；情节严
重，构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
海表示，限制消费乃至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都是惩戒失信的手段，
目的是提高失信成本，敦促被执行
人自觉履行法院的判决、裁定，而不
要当“老赖”。

“借了20万元给朋友创业，后来
项目失败，他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好
几次。但人联系不到，钱也追不回来
了。”北京白领柳女士向记者感慨。

肖飒表示，“这几年，随着相关司法
文件落地，加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

‘老赖’的曝光力度越来越大。”据悉，各
地法院为对付“老赖”新招迭出，电影
院、抖音、户外大屏幕等轮番上阵。

蓝某2017年因借款合同纠纷被
诉至法院，进入执行程序后未及时履
行义务。经朋友提醒，他发现自己在
影院被曝光，于是赶紧到法院将5万
元欠款履行完毕，将名字从“老赖”名
单里撤下。

今年4月，钟某刷抖音刷到自己
作为“老赖”的高清头像和身份信息
在滚动播放，有好几十万的点击量。

“亲戚朋友都看到了，我现在就把一
万块钱还了，请你们快把我从抖音上
撤下来吧。”钟某赶紧央求法院执行
法官，并迅速把欠款还了。

此外，一些城市还定期在室外大屏

幕播放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进行警示。
郭玉涛律师表示，当前，人民法院

执行查控网络与有关部门以及各金融
机构、互联网企业等单位之间的互联
互通正不断加强，期待未来进一步完
善网络化协作机制，实现公共信用信
息资源共享，让“老赖”无处藏身。

目前，有关部门正严厉打击拒不
执行行为。最高院今年3月披露的
数据显示，近3年来，全国法院以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罪犯1.3万
人，拘留失信被执行人50.6万人次，
限制出境3.4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416.3%、135.4%和54.6%。

刘俊海认为，目前，我国正从“基
本解决执行难”跨入“切实解决执行
难”阶段，应进一步完善诚信体系建
设，强化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惩戒失
信被执行人不仅能保障申请执行人的
合法权益，而且有助于加速商事流转，
鼓励投资兴业，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新华社上海11月 12日电 记
者王淑娟 兰天鸣）

快递包装垃圾处理仍是难题

快递行业全面“变绿”不容易

快递包装呼唤“硬标准”

“限制消费”
背后的“老赖”话题

“老赖”境遇：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上抖音、户外大屏，惩治“老赖”力度不断加大

11月13日，位于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内的菜鸟驿站快递收发点迎来了“双11”
购物节后的首个快递到达高峰。为了提高快递包装的循环使用率，菜鸟驿站在校园
里推行“回箱计划”，回收快递纸箱并进行再次共享使用，受到师生欢迎。图为驿站寄
件员（左）使用回收纸盒帮顾客包装需要快递的物品。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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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回箱计划”

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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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11月13日电（赵金龙 张瑞杰）
11月13日14时35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六号运载火箭，以“一箭五星”方式成功将
宁夏一号卫星（又称钟子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宁夏一号5颗卫星是宁夏金硅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自主投资建设的商业航天项目。卫星主要应
用于遥感探测等领域。

宁夏一号卫星和长征六号运载火箭分别由航
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研制。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18次航
天飞行。

新华社酒泉11月13日电（徐毅 赵金龙）命
名为“快舟·我们的太空号”的快舟一号甲遥十一运
载火箭，11月13日11时40分在我国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成功将“吉林一号”高分02A卫星发射升
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
限公司航天三江集团所属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
公司研制的一款小型固体运载火箭，采用国际通
用接口，主要为低轨小卫星提供发射服务，具有入
轨精度高、准备周期短、发射成本低等特点。这是
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今年第二次执行发射任务，
此前分别于2017年1月、2018年9月、2019年8
月完成3次商业发射。

“吉林一号”高分02A卫星是长光卫星技术
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光学遥感卫星，具备高
分辨率、大幅宽、高速数传等特点。卫星入轨后，
将与此前发射的13颗“吉林一号”卫星组网，为农
业、林业、资源、环境等行业用户提供更加丰富的
遥感数据和产品服务。

台湾人疯买“双11”
新华社台北11月13日电（记者赵博 彭培

根）被岛内媒体誉为“全球购物狂欢节”的“双11”
刚刚过去，统计显示台湾民众网络买气高涨，不仅
让首度亮相的“淘宝台湾”单日业绩较平日成长
25倍，还在本地电商平台Yahoo奇摩上创造了售
出卫生纸可堆64座101大楼的新纪录。

10月下旬，大陆电商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全新
网络购物平台“淘宝台湾”正式在台上线。“不信，
你上来看看”的广告遍布电视频道、网络空间及各
处公共场所，宣传“1元清空百万购物车”活动及

“千万商品0元免运”优惠。
据台媒报道，11月11日当天，来自桃园的一位

李姓妈妈到“淘宝台湾”办公室挑战“100秒填满购
物车”，狂扫28项家电用品，最后成功以1元（新台
币，下同）结帐。据“淘宝台湾”统计，“双11”午夜0
点至1点间，网站同时在线人数激增10倍，广受消
费者关注的“整点1折爆品”包括新款苹果手机、戴
森红色吹风机及大牌护肤品等皆“秒杀”完售。11
日全天，“淘宝台湾”网页总浏览人次突破1000万，
电子、美妆、母婴类商品均受热抢。

本地电商平台方面，momo购物网宣布“双11”
单日业绩约21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八成，再创历
史新高，甚至因为晚间涌入过多人潮屡现“当机”意
外；东森购物宣布“双11”业绩创造开站近16年以
来单日新高，并出现单笔刷卡2500万元、总计购买
1691件商品的“吸睛买家”；Yahoo奇摩则宣布，“双
11”活动自11月开跑以来，热销冠军是婴儿纸尿裤，
平均每秒卖出6片；促销必囤的卫生纸销售量可堆
出64座101大楼，零食销售量可堆成1座玉山。

台湾资讯工业策进会产业情报研究所日前针
对“双11网购意向”进行调查，发现有71%台湾网
友表达参与意愿，相较去年的63.5%有明显攀升，
比参与百货周年庆的比例也高出近11个百分
点。据测算，2019年“双11购物节”的人均消费
金额为12391元。

网友想参加“双11”的购物动机里，“商品价
格便宜”仍是主因，有65%受访者选择，其次为

“网络购物金回馈”，反映出各电商平台近年来积
极打造的“点数经济”开始显现成果。调查还显
示，在所有促销活动中，“免运费活动”最吸引消费
者，其中女性的接受度高于男性。

以“一箭五星”方式
我国成功发射宁夏一号卫星

我国成功发射
“吉林一号”高分02A卫星

宁夏一号卫星（又称钟子号卫星）发射升空。
新华社发

“吉林一号”高分02A卫星发射升空。
新华社发

王思聪、罗永浩、贾跃亭、戴威……下一个会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