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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件包装堆成 咋办？有新招！
河南出台实施意见：鼓励社区等快递网点减免寄递费用，开展包装纸箱集中回收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段伟朵

到 2025年，快递包装
基本实现绿色转型

近年来，我省快递服
务企业业务量快速增长，
给老百姓生活带来便利的
同 时 ，也 有 一 些 新 问 题
——海量快递的背后，是
大量的包装纸箱、塑料包
装袋、泡沫填充物的产生
和堆积。

为推进我省快递包装
绿色转型发展，《实施意见》
制定了未来发展目标：到
2022年，我省快递包装领
域治理体系进一步健全，基
本形成快递包装治理的激
励约束机制；严格落实快递
包装材料无害化强制性国
家标准，全面建立统一规
范、约束有力的快递绿色包
装标准体系；电商和快递规
范管理普遍推行，电商快件
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到
90%，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
规模达30万个，快递包装
标准化、绿色化、循环化水
平明显提升。

到 2025 年，快递包装
领域全面建立与绿色理念
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形成贯
穿快递包装生产、使用、回
收、处置全链条的治理长效
机制；电商快件基本实现不
再二次包装，可循环快递包
装应用规模达50万个，包
装减量和绿色循环的新模
式、新业态发展取得重大进
展，快递包装基本实现绿色
转型。

郑州、洛阳等地
逐步停止使用
不可降解塑料包装袋

为实现上述目标，《实
施意见》明确了完善快递包
装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强
化快递包装绿色治理、加强
电商和快递规范管理、推进
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范
快递包装废弃物回收和处
置等5项重点任务及13项
具体措施。

具体来看，这些举措中
有不少与普通市民息息相
关的利好消息，比如《实施
意见》明确，要推进快递包
装材料源头减量，其中，加

强快递领域
塑料污染治
理，在郑州、
洛阳、许昌、濮
阳等重点地区
逐步停止使用
不可降解塑料包装
袋、一次性塑料编织
袋，减少使用不可降解塑料
胶带。推动全省快递业务实
现电子运单全覆盖，大幅提
升循环中转袋（箱）、标准化
托盘、集装单元器具的应用
比例。推广使用低克重高强
度快递包装纸箱、免胶纸
箱。鼓励通过包装结构优化
减少填充物使用。组织开展

“绿色快递分拨中心”和“绿
色快递营业网点”创建。

如何减少电商快件二
次包装？《实施意见》明确，
鼓励电商企业通过产地直
采、原装直发、聚单直发等
模式，减少快递包装用量。
加强电商和快递企业与商
品生产企业的上下游协同，
设计并应用满足快递物流
配送需求的电商商品包装。
推广重点商品品类商品电
商快件原装直发，推进产品
与快递包装一体化，减少电
商商品在寄递环节的二次
包装。

快递小哥有点“豪横”？
我省将规范快件投递
“最后一公里”

快件送货不规范，快递
小哥有点“豪横”？别急，我
省将严格快递操作规范。

《实施意见》明确，将推
动快递企业完善内部制度，
建立快递包装治理工作体
系和管理台账，将《邮件快
件绿色包装规范》等快递包
装有关规范纳入从业人员
上岗培训内容，提升快递员
业务技能水平。支持快递企
业推行智能化、集约化作业
方式。将不规范分拣、投递、
包装操作等行为纳入快递
企业抽查事项目录，推动解
决被动式过度包装问题，畅
通公众投诉举报通道，规范
快件投递“最后一公里”。

此外，完善快递收寄管
理。推动快递企业将包装减
量化、绿色化等要求纳入收
件服务协议，加强对电商等

协议用户的引导，督促快递
企业向所在地邮政管理部
门备案协议用户相关信息。
推动快递企业进一步规范
散收件交付管理，引导用户
使用合格包装产品。鼓励电
商和快递企业在网络零售
和快件收寄中为消费者提
供绿色包装产品，并通过积
分激励等方式引导消费者
使用。

鼓励社区等快递网点减
免寄递费用，开展快递
包装纸箱集中回收

“剁手党”们最不缺的
是啥？快递盒子！这些快递
盒子、快递包装堆积如山，
有时候，小区垃圾桶都装不
下，如何做到绿色回收、循
环利用呢？

《实施意见》明确，我省
要推广可循环包装产品。在
电商和快递业务中，结合相
关应用场景和商品种类，推
广一批快递包装减量和循
环利用新技术、新产品。鼓
励在同城生鲜配送、连锁商
超散货物流中推广应用可
循环可折叠快递包装、可循
环配送箱、可复用冷藏式快
递箱，减少一次性塑料泡沫
箱使用。

此外，还要加强快递包
装回收。《实施意见》明确鼓
励在校园、社区、商务区、医
院等场所的快递网点通过
积分激励、减免寄递费用等
方式开展快递包装纸箱集
中回收，适度提升复用比
例。推进快递包装材料和产
品绿色设计，鼓励同类别产
品包装使用单一材质材料，
减少使用难以分类回收的
材料和包装设计，提升快递
包装可回收性能。鼓励发展

“互联网+回收”新业态，推
进快递包装废弃物中可回
收物的规范化、洁净化回
收。

爱网购
的朋友注意啦，解决

快递“过度包装”问题，河南
有了“新点子”！21日，记者获

悉，由省发展改革委、省邮政管理局
等8部门起草，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实施意见》）近日出台实施，老
百姓关注的“过度包装”能否“瘦
身”、快递包装盒咋回收等问

题，都有了答案。

目标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到济源市调研

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修复
保护绿水青山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岚

4月20日至21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副组长张雪樵一行到济源市开展调研，实
地察看了河口村水库、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
司玉川冶炼厂、济源示范区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河
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王屋山森林覆盖
等情况。省政协副主席朱焕然、省生态环境厅一
级巡视员师伟、省政府办公厅二级巡视员赵玉合
等参加调研。

“大企业的水处理
更要规范！”

4月20日下午4时许，
张雪樵一行首先察看了河
口村水库，询问了被称为黄
河一级支流的沁河生态流
量控制情况。据介绍，河口
村水库控制流域面积9223
平方公里，水库总库容3.17
亿立方米，是以防洪、供水
为主，兼顾灌溉、发电、改善
河道基流等综合利用的大
（2）型水利枢纽工程，每年
可提供工业及城市生活用
水1.28亿立方米，改善沁
河下游河道基流，保证五龙
口断面生态流量，提高广利
灌区灌溉保证率。该水库是
控制沁河洪水、径流的关键
工程，也是黄河下游防洪工
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河南豫光金铅股份
有限公司玉川冶炼厂，张雪
樵察看了该厂的生产和工
业废水处理情况。该公司成
立于1957年，是地方国有
企业、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大
型骨干企业，2020年位居
河南省工业企业第7位。公
司拥有铅、锌、铜、金、银、硫
酸、合金、锑、铋、铟、镉、碲、
靶材等40余种产品，较好
实现了资源的“吃干榨净”
和循环高效利用。在该厂的
污水处理控制室，张雪樵认
真听取了工作人员对该厂
铅系统中水站水处理工艺
流程的介绍，他说，大企业
的水处理更要规范！

生态环境这么好，济源
老百姓会很有自豪感

4 月 21 日上午，张雪
樵一行察看了济源示范区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详细询
问了当地生活垃圾的搜集、
运送和焚烧发电等情况。据
介绍，该项目设计日处理生
活垃圾600吨，有两条300
吨/天垃圾焚烧处理生产
线。得知这里的垃圾处理全

部达到了省里的超级排放
标准后，张雪樵说：“把垃圾
处理好，才能保护好环境。”

在察看王屋山森林覆
盖情况时，张雪樵详细询问
了这里的野生动植物保护
和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环
境治理情况。据介绍，这里
的太行山国家森林步道是
全国唯一一条直通首都北
京的森林步道，南起点位于
济源王屋山，步道济源段是
我国第一条正式向社会开
放的国家森林步道，全长
108 公里，森林覆盖率达
94%。沿途有太行山猕猴和
黄河湿地两个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总面积57.4万亩，
境内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
共有植物1800余种，各种
动物近700种。看着步道沿
途森林植被茂密，张雪樵感
叹说有这么好的生态环境，
济源老百姓会很有自豪感！

在河南黄河湿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张雪樵询问
了湿地的管护、修复等情况。
据介绍，河南黄河湿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是2003年由
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涉及三
门峡、洛阳、焦作和济源4个
地市，其中济源段东西长65
公里，总面积8000公顷，全
部为实验区，80%为水域面
积，涉及4个镇、1个国有林
场。2017年开始，济源整合
各级资金，在黄河湿地保护
区实施生态恢复工程，坚持
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
合，推沟平垄、推埂平障，退
耕还湿、退塘还湿，加强植被
恢复、湿地保护与管理、监测
监控设备配置等，逐渐还原
自然生态。该项目实施后增
加湿地面积13公顷，新增林
地和灌木22公顷，涵养水体
100万立方米，有效改善鸟
类栖息地等湿地生态环境。
看着面前山清水秀，张雪樵
对该保护区湿地建设所取得
的成效予以肯定。他说，要继
续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修复，
保护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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