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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运营
节能增效对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支

撑作用袁持续推动电商企业节能增效袁
是叶通知曳的一项重要内容遥 强化绿色
发展理念尧提升低碳环保水平尧增强数
字化运营能力等是电商企业实现节能
增效的重要方式遥

叶通知曳提出袁引导电商企业积极
应用节能环保先进技术和设备袁 做好
办公经营场所尧网络机房尧仓储和物流
配送的绿色建设和改造袁 建立健全绿
色运营体系遥

野京东在仓储和配送尧网络的绿色
建设方面已有较为成熟的实践遥冶京东
物流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袁2017 年袁 京东物流在上海亚洲一
号智能物流园区布局屋顶分布式光伏
发电系统袁 并在 2018 年正式并网发
电遥目前袁光伏发电已覆盖园区内包括
仓内照明尧自动分拣尧自动打包尧自动
拣货等多场景作业的用电需求遥 预计
2021 年底袁光伏电站装机总量将达到
200 兆瓦袁 实现年发电量 1.6 亿度以
上遥

配送方面袁截至目前袁京东物流在
全国 7 个大区尧50 多个城市袁 总计投
放新能源车近 1.2 万辆袁 规模化新能
源车队覆盖多种业务场景袁 其中北京
市自营城配车辆全部更换为新能源车
辆遥

菜鸟网络也在物流园区的绿色建
设方面迈出大步遥 据菜鸟网络绿色行
动项目负责人介绍袁2017 年起袁 菜鸟
网络就开始在上海尧广州尧杭州尧武汉尧
东莞的智慧物流园区内建设屋顶太阳
能光伏发电站遥 2020 年菜鸟物流园区
实现年发电量超过 2000 万度袁相当于
节省 8000 吨煤炭遥 未来袁菜鸟物流园
区年发电量将超过 10 亿度袁预计减少
碳排放 100 万吨遥

叶通知曳提出袁鼓励电商企业应用
大数据尧云计算尧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
技术袁 加强供需匹配袁 提高库存周转
率袁推动多渠道物流共享袁应用科学配
载袁降低物流成本和能耗遥

生鲜电商平台美菜网在这方面持
续发力遥 野美菜自身一直秉承耶绿色发
展爷尧节能环保的理念袁采用低耗能尧低
排放的设备设施构建绿色供应链遥冶据
美菜工厂负责人高健介绍袁 美菜通过
大数据应用对客户需求进行分析袁精
准预测采购量袁 尽最大努力减少库存
带来的损耗曰 引进了数千辆新能源配
送车辆袁降低碳排放遥 此外袁利用大数
据算法模型袁美菜上线了野一平台两系
统冶袁其中配送调度系统可以自动为配
送司机制定最优配送路线袁 匹配距离
最短的配送商户袁 减少了近 60%的无
用运输遥

绿色包装
电商尧 快递等业态的蓬勃发展袁

在大大便利人们生产生活的同时袁
也产生了大量的包装废弃物袁 对资
源和环境产生了较大压力遥 让快递
包裹变得野更瘦冶野更绿冶是近些年相
关部门和企业努力的目标遥 为加强
快递包装绿色供应链管理袁叶通知曳
从推动快递包装减量尧 推进可循环
包装应用尧 规范快递包装使用等方
面提出具体要求遥

采用产地直采尧原装直发尧聚单直
发等模式是从源头减少快递包装用量
的重要途径遥 京东物流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袁 京东物流通过入仓优惠政策
激励上游品牌商企业推行直发包装袁
目前宝洁尧 联合利华等品牌商上千个
商品 SKU渊库存量单位冤实现出厂原
包装可直发袁 截至目前已减少物流纸
箱使用 1.5 亿个以上遥

菜鸟也在大力推动商家原箱发
货袁即商品的出厂包装到仓后袁不用拆
零和二次包装袁直接发出袁大大降低纸
箱等物料的使用量遥 据统计袁仅 2020
年 11 月袁 发自菜鸟仓的原箱包装尧环
保拉链箱发货比例就占近 50%遥

叶通知曳提出袁重点地区的电商企
业要逐步停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包
装袋尧一次性塑料编织袋袁减少使用不
可降解塑料胶带遥

野在减少不可降解塑料使用方面袁
菜鸟进行了多番试点和探索遥冶菜鸟网
络绿色行动项目负责人举例说袁2020
年 11 月份袁菜鸟仓在野双 11冶期间袁将
正在使用的塑料袋包装更换为生物基
环保袋袁减少塑料的使用遥在寄件场景
中袁也试点推进环保寄件袋袁这种专属
环保袋由秸秆尧 陈化谷物等可再生原
料参与制作袁 与同尺寸的其他快递袋
相比袁 每个环保袋在生产环节可直接
节省 4.4 克塑料遥

除了包装减量之外袁 推广可循环
复用包装尧 建立可循环快递包装回收
渠道袁 也是强化快递绿色供应链管理
的有效手段遥叶通知曳提出袁推动生鲜电
商企业在同城配送中推广应用可循环
配送箱尧可复用冷藏式快递箱等曰推动
电商外卖平台与回收企业等开展多方
合作袁 在重点区域投放外卖餐盒等回
收设施遥

野物流尧包装上的环境友好一直是
我们非常注重的方面遥冶每日优鲜市场
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袁 每日
优鲜首创了前置仓模式袁 每天由城市
中心仓向各个前置仓发货袁 再由前置
仓将商品配送给消费者遥 在中心仓到
前置仓环节袁 每日优鲜采用了可重复
使用的配送箱曰 在前置仓到消费者的
这段配送路途中袁 会尽可能将所有商
品打包进一个包装袋里袁 减少纸箱的
使用和包材浪费遥

野在外卖餐盒回收等方面袁饿了么
做过许多尝试遥冶饿了么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袁2020 年袁 饿了么可持续实验
室携手易代扔平台发起上门回收废弃
餐盒尧饮料瓶公益行动袁许多城市的消
费者吃完外卖再也不用担心塑料餐盒
野盒冶去野盒冶从袁可以使用手机预约上
门野一键回收冶袁在家就能完成外卖餐
盒尧饮料瓶等可再生垃圾的回收工作遥
饿了么还联合后端回收机构袁 针对平
台回收外卖塑料垃圾袁并
在饿了么 APP 上添加回收
入口方便消费者参与回收
活动等遥

绿色治理
从记者采访了解到的

情况看袁 一些大型电商企
业在绿色发展方面已有较
成功的尝试袁 但还显得不
足遥 特别是在绿色转型过
程中袁行业尧企业以及消费
者个人所遭遇的一些困难
也是客观存在的袁 不能忽
视遥

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
表示袁随着节能环保尧绿色

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袁使用绿色包装尧一
次性塑料包装替代产品已成为全社会
毫无争议的共识袁 但是目前的替代品
成本较高并且不能完全满足不同行业
和不同用途的需求袁 已成为制约绿色
转型的重要因素遥

比如过度包装遥 中国循环经济协
会会长朱黎阳告诉记者袁 绿色包装在
行业内已经提出很多年袁 但是过度包
装这一痛点却始终无法从根源上解
决遥 野一些生活用品袁可能它既有塑料
包装袁也有纸质包装袁包装盒很大袁物
品却很小遥 冶

有些替代品的使用体验不好遥 从
2021 年 1 月起袁我国禁塑令已全面落
地遥可以预见袁最严野禁塑令冶的实施有
利于有效控制塑料污染袁 但其中仍然
存在一些难题遥 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
限公司董事长楼仲平给记者讲了点奶
茶的亲身经历遥 野我点了两杯奶茶袁结
果发现塑料的用量反而比过去增加
了遥 由于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吸管被
禁袁商家转而使用了纸吸管遥但纸吸管
无法戳破奶茶的塑封杯盖袁 商家送了
一根塑料果签用于戳破杯盖遥 奶茶喝
到最后袁 纸吸管无法吸出芋泥等沉淀
物袁商家又送了一把塑料勺遥 冶楼仲平
表示袁表面上看袁禁塑令把塑料吸管禁
了袁 结果一些商家为了弥补纸吸管的
体验不佳问题袁 却又额外增加了更多
塑料用量袁 这完全违背了禁塑令的初
衷遥

外卖餐盒问题同样棘手遥野外卖菜
品有别于传统电商的物品袁 如淋油水
煮类尧蒸品类尧煎炸类尧烧烤类及砂锅
石锅类菜品等具有高油高热特质袁出
锅温度多高于 100 摄氏度袁 且高于纸
质及可降解塑料餐盒耐受性袁 这是使
用时的挑战遥使用后如回收再利用袁需
要清洗油污袁回收成本也较高遥 冶饿了
么相关负责人说遥

此外袁包装回收体系不完善袁回收
渠道匮乏袁 导致许多消费者即使愿意
参与进来袁也不知该如何处理遥有必要
建立可循环快递包装回收渠道袁 探索
建立上下游衔接尧 跨平台互认的运营
体系遥

从主管部门到包装物生产厂家袁
从快递企业到网络商家再到普通消
费者袁从生产尧销售尧使用到回收再制
造和监管袁 每个环节都缺一不可袁绿
色治理需要共同协作尧 形成闭环效
应遥 野只有生产企业尧包装企业尧电商
平台尧物流企业以及每一个消费者携
手袁才能让绿色生活蔚然成风遥 冶朱黎
阳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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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袁商务部办公厅印发叶关于推动电子商务企业绿色发展工作的通知曳渊以下简称叶通
知曳冤袁提出支持服务电商企业绿色发展袁引导电商企业提高绿色发展能力袁积极探索形成
资源节约尧环境友好的企业发展模式袁推动塑料污染治理尧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等取得实效遥
电子商务企业的落实情况如何钥在探索绿色发展方面有哪些经验和实践钥在绿色转型方面
相关行业还存在哪些薄弱环节钥 对此袁记者进行了探访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