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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宇琪
当饥肠辘辘的孙雅打开外卖小哥送

来的“鲍汁捞饭”，她惊奇地发现，不同于
其他店的塑料餐盒包装，这家的美食装
在精致的小砂锅中，随外卖附上的Q版
小纸条道出了其中奥秘：“更环保，砂锅
可以无害降解，从土里来到土里去。”

现在，快递等包装垃圾已成为城
市生活垃圾增量的主要来源，但与此
同时，选择使用“创意改良”绿色包装、
助力垃圾减量的商家也越来越多。专
家表示，我国社会已掀起垃圾分类的
新风尚，但要从根本上破题垃圾围城，
还需从源头端减少垃圾生产，从末端
做好环保治理，配合垃圾分类，共同形
成垃圾处理的产业闭环。

■里三层、外三层 快递餐饮包
装成垃圾围城“新主力”

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202个大中
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达到 20194.4万
吨，部分城市垃圾围城的问题突出，以
常住人口超两千万的北京为例，每天产
生近2.6万吨生活垃圾，不断增量的生
活垃圾已成为城市管理的一大难题。

在不断增加的生活垃圾中，快递
包装垃圾已占到相当比例。国家邮政
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仅 2015年一年，
我国快递业所使用的胶带总长度就达
169.85亿米，可绕地球赤道 425圈，纸
板和塑料实际回收率不到 10%，包装
物总体回收率不到20%。

以透明胶带为例，这种胶带纸的
主要原料为聚氯乙烯，在土壤中至少
要经过100年才能自然分解。

不少快递还有过度包装的问题，
内含塑料缓冲物包裹商品纸盒，最外
层塑料胶封层层缠绕，快递包装垃圾
超出产品体积的情况比比皆是，而且
不同包装材质混合给后续垃圾分类及
回收利用加大了压力。

除快递之外，网络餐饮也是生活
垃圾“贡献大户”。公开数据显示，中
国两大外卖平台日订单量在 2000万
以上，业内预测，到2020年6亿人会成
为在线外卖用户。每个订单通常需要
不止一个塑料袋，行业蓬勃发展的背
后是包装垃圾的泛滥。

■装从简、可降解 部分行业从
源头发力推进垃圾减量

解决包装垃圾问题，消费端自然
大有作为，推行垃圾分类等是十分重要
的措施，但在垃圾产生源头的生产端探
索垃圾减量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觑。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彭峰表示，要实现垃圾减量化，需要从生
产端入手，引导企业增加投入研发再生
技术，实现最大化的生产端可循环利用。

“外卖行业应通过减少塑料餐具
的使用，为环保助力。”“鲍汁捞饭”店
老板王国栋说，“我们选用由陶土和沙
烧制的砂锅，顾客不仅可留下自用，弃
用后对环境影响也较小。”

记者发现很多外卖商家已不再使
用塑料餐盒，转向可降解纸质餐盒等环
保包装。订餐平台美团和饿了么的订
单页面上，餐具数量一栏里都用明显的
绿色文字建议顾客选择“无需餐具”。

快递行业也已有不少公司有所作
为。据天津顺丰速递公共事务部总经理
徐林敬介绍，顺丰已在天津等多个试点城

市推出“丰·BOX”包装箱用于同城速递，
每使用100个该新型包装箱，可减少使用
5000个纸箱、1卷胶纸、300卷气泡膜。

可降解包装袋、生物基材料包装袋、
无胶带纸箱正在外卖领域推行，绿色包装
初成趋势。国家邮政局7月发布数据，据
初步测算，实行快递绿色包装治理，每年
可减少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约2.07亿条。

动起来的不仅仅是外卖商家和快
递公司，2018年 11月，麦当劳中国在
北京 10 家餐厅试点测试“免吸管杯
盖”和不主动提供吸管方案。宜家自
2016年起就在产品包装中停止使用聚
丙乙烯泡沫（EPS）。

据宜家中国区可持续发展经理刘
继伟介绍，宜家新开发了蜂窝状纸质
品替代EPS，这种新材质宜于回收，又
能对产品有效保护，每年可减少近
8000吨的EPS的使用。

■全方位、全链条 垃圾处理需
要产业联动闭环作为

与全社会正积极推进的垃圾分类处
理相同步，破题垃圾围城问题，从源头产
生减量、到中端垃圾分类处置、再到末端
环保治理，需要一个完整的“闭环”。

——源头减量要注重前瞻性设
计。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方
萍认为，企业应在产品设计、包装、物

流等全方位多环节上，加强可循环利
用产品研发和前瞻性设计，考虑回收
利用，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

有时产品设计只需小小改进，就
可减少不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如世
界第四大酿酒集团嘉士伯为延长啤酒
瓶寿命，使用一种化学新涂层，可使酒
瓶循环使用次数多达25次以上。

——中端分类社会共识要加强。
自《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行以
来，某外卖平台数据显示，7月上海区
域无需餐具订单增长迅猛，环比 6月
同期提升 471%，这从侧面体现，老百
姓在为严格细致分类办法“抓狂”的同
时，垃圾分类社会共识正不断形成。

——末端治理要讲究环保。末端
治理直接决定中端治理的价值，如果
中端分类很精细，但是末端治理却粗
糙不环保，垃圾分类效果大打折扣。

比如针对干垃圾而言，焚烧是主
要处理方式之一。华东政法大学中国
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孙煜华认
为，垃圾焚烧本可把污染降到较低水
平，但若监管疏漏，未对垃圾深度脱
水，加之焚烧炉渣温度不够，垃圾不充
分燃烧便会产生强致癌物质，引发环
境事件，这就需要政府建立严格的督
查制度。

破题垃圾围城还需做点啥

新华社郑州8月 12日电（记者
刘诗平 宋晓东）记者 12日从水利部
黄河水利委员会获悉，从1999年8月
12日至今，黄河实现连续 20年不断
流，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流不息，支
撑着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人们的印象中，“黄河之水天
上来”，以恢宏的气势奔流入海。但
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黄河出现断
流，1972 年至 1999 年的 28 年，有 22
年发生断流，其中 1997年断流达 226
天，断流河道达704千米，从入海口一
直上延至河南开封。

“天然水资源贫乏、人类用水日益
增多和缺乏科学管理，致使黄河出现
断流。”黄委水资源管理与调度局副局
长石国安说，频繁断流直接影响黄河

两岸城乡生产生活，使河道萎缩加剧、
河流自净能力降低、生态系统失衡。

黄河断流引起政府和社会高度
重视。根据国务院授权，1999年 3月
起，黄委正式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
度。由国家统一分配水量，流域机构
负责组织实施，省（区）负责用水配
水，用水总量和断面流量双控制，重
要取水口和骨干水库统一调度。

记者在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
采访时看到，曾经断流频频的黄河尾
闾如今草丰水美、鸟鸣鱼跃。

目前，黄河以占全国 2%的河川
径流量，养育着全国 12%的人口，灌
溉着全国 15%的耕地，支撑了全国
14%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几十座大中
城市及众多能源基地的供水生命线。

黄河实现连续20年不断流

新华社武汉8月12日电（记者 白阳 熊丰）为
充分展现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的战
果和成效，表明严打严治枪爆违法犯罪的态度和
决心，公安部 12日向社会发布 2019年全国公安
机关打击枪爆犯罪十大典型案例。

——江西新余破获非法制造、买卖枪支弹药
案

2019年 1月，江西省新余市公安局打掉一个
涉黑涉枪犯罪团伙，捣毁非法制枪窝点1个，缴获
非制式枪支 13支及枪支零部件、制枪工具一批。
经查，主要犯罪嫌疑人林某某通过网络购买零部
件后自制枪支，并私制大量铅弹进行贩卖。

——湖北宜昌破获非法制造、买卖枪支弹药
案

2019年 2月，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破获一起
特大网络买卖枪支弹药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29
名，收缴枪支 41支、铅弹 1300余发，查扣非法制
造铅弹系列成套设备13台（套），梳理出非法交易
线索1100余条，涉及全国20余个省区市。

——湖南华容破获网络贩枪案
2018年 8月以来，湖南省华容县公安机关破

获一起网络贩枪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1名，缴获
自制仿 64式手枪 1支、气枪 1支、秃鹰高压气枪 1
支，非制式气枪铅弹 50678 发，捣毁制贩窝点 1
个，查明代理商 2个、买家 7个，梳理交易线索 50
余条，涉及全国多个省份。

——广东深圳破获走私、非法买卖枪支案
2019年4月，深圳海关缉私局破获一起走私、

买卖枪支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2名，缴获枪支 74
支。经查，犯罪嫌疑人谢某携带枪支从香港走私
入粤，再通过境内物流寄递进行分销，相关交易
线索涉及全国多个省区市。

——重庆九龙坡破获非法制造枪支案
2019年 3月，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破

获一起非法制造枪支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4名，
缴获各类改装射钉枪支15支，铅弹、空包弹、钢珠
弹若干。

——四川遂宁破获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买卖
枪支案

2019年 3月，四川省遂宁市公安局破获一起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贩卖枪支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35名，查获仿64式手枪10支、猎枪2支、火药枪1
支、仿64式枪支全套配件3套、零散配件若干、子
弹 23发、管制刀具 15把，缴获毒品 149.59克，捣
毁制枪制毒窝点1个，发现涉黑恶团伙2个。

——河北保定破获非法制贩爆炸物品案
2018年10月以来，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破获

一起非法制贩爆炸物品案，捣毁非法制造窝点 1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收缴雷管1060枚、制爆
原材料14吨。

——山西吕梁破获非法制贩爆炸物品案
2019年 1月，山西省吕梁市公安局破获一起

非法制贩爆炸物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2名，收
缴私制爆炸物2.48吨。

——福建福清破获非法制贩爆炸物品案
2018年底至2019年初，福建省福清市公安局

破获一系列非法制贩爆炸物品案，先后捣毁非法
制造窝点3处、储存窝点6处，抓获犯罪嫌疑人34
名，缴获私制爆炸物 8.3吨、雷管 1230发、导火索
约500米、制爆原材料7.5吨。

——河南登封破获非法制贩爆炸物品案
2019年 4月，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破获一起

非法制贩爆炸物品案，捣毁非法制造窝点2个，抓
获犯罪嫌疑人 19名，收缴私制爆炸物 13.7吨、雷
管3810枚、制爆原材料20.6吨。

公安部发布

打击枪爆犯罪十大典型案例

根据浙江省防指的数据，截至8月12日7时，超强台风“利奇马”已致667.9
万人受灾，因灾死亡39人，失踪9人，紧急转移安置126万人（其中集中安置
55.4 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23.4 万公顷，倒损房屋 4.1 万间（其中倒塌房屋
4150间）。图为消防官兵在浙江永嘉岩坦镇山早村山体滑坡灾害现场开展搜
救工作。 新华社记者 韩传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