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网购、外卖行业的快速发
展，快递包装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
不容忽视。《实施方案》提出，重庆市
将积极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推广绿
色理念，开展“绿色快递邮政城市”
试点，持续推进“9571”工程，鼓励
引导快递行业使用电子运单、循环
中转袋，减少二次包装，在快递收发
点设置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实现
快递包装减量化和循环利用。

在渝北区的重庆苏宁物流基地
仓库3C产品打包处，一个黄色的小
盒子格外惹眼，它就是——苏宁易
购推出的“共享快递盒”。

它们装着用户买的手机等3C
产品，跟着快递小哥每天在城市里

“漂流”。用户签收后，它们就回到
仓库进行下一次配送。据了解，该
快递盒绿色环保，可循环利用，设计
使用寿命的5000次。“只要把东西
放进去，扣好，贴上货运单就可以出
发了，不需要胶带来打包。”据该基
地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在重庆已
经有1万个这样的共享快递盒。

此外，在该基地，还有很多普通的
快递纸盒，快递小哥每带回一个，就有
0.2元的奖励。“这些回收的纸盒，经过
专人进行分类整理后，贴上循环使用

标识就能再次使用了。”上述负责人
说，目前，苏宁重庆物流基地的快递纸
箱的回收率可达到70%-80%。

据重庆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
处处长杨夏介绍，在“无废城市”建
设试点期间，我市将开展“绿色快递
邮政城市”试点示范，持续推进电子
运单、45毫米以下瘦身胶带、可循
环快递盒等环保包装产品的推广应
用，加大设置包装废物回收利用网
点，推动快递包装减量化和循环化
利用，打造“绿色邮政”。

截至目前，全市寄递企业电子
面单使用率达到98.8%以上（主要品
牌企业可达99%），65%以上电商快
件不再二次包装，主要品牌快递企
业循环中转袋使用率达81%以上、
设置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1209个。

“目前，我们引导各物流企业在高
等院校、小区楼宇、写字楼等重点区
域，设置了979个各类快递包装废弃
物回收装置，每天可以回收可利用的
纸箱等包装物10吨。”杨夏说，同时，
也倡议广大市民揽收快递时主动投放
快递包装废物，共享“无废重庆”。

践行绿色生活 一个共享快递盒可使用5000次

“废柴”如何变为宝
看重庆“无废城市”建设的绿色探索

固体废弃物的危害

未经处理的工业固体废弃物和生
活固体废弃物简单露天堆放，占用土
地，破坏景观，而且固体废弃物中的有
害成份通过刮风进行空气传播，经过下
雨侵入土壤和地下水源、污染河流，这
些看不见的危害往往被人忽略。

污染水体

固体废弃物未经无害化处理随意
堆放，将随天然降水或地表径流入河
流、湖泊，长期淤积，使水面缩小，其有
害成份，如汞(来自红塑料、霓虹灯管、
电池、朱红印泥等)、镉(来自印刷、墨
水、纤维、搪瓷、玻璃、镉颜料、涂料、着
色陶瓷等)、铅(来自黄色聚乙烯、铅制
自来水管、防锈涂料等)等微量有害元
素，能随溶沥水进入土壤，从而污染地
下水，同时也可能随雨水渗入水网，流
入水井、河流以至附近海域，被植物摄
入，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影响人体
健康。

污染大气

固体废弃物中的干物质或轻质随
风飘扬，会对大气造成污染。一些有机
固体废弃物长期堆放，在适宜的温度和
湿度下会被微生物分解，同时释放出有
害气体。

污染土壤

土壤是许多细菌、真菌等微生物聚
居的场所，这些微生物在土壤功能的体
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与土壤本身
构成了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而未经
处理的有害固体废弃物，经过风化、雨
淋、地表径流等作用，其有毒液体将渗
入土壤，进而杀死土壤中的微生物，破
坏了土壤中的生态平衡，污染严重的地
方甚至寸草不生。而带来的“视觉污
染”更是显而易见的。

共建共享“无废城市”
你我都是参与者

●日常生活中会产生哪些固体废物?

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启飞介绍，
家庭日常生活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大约有八大类：
一是生活垃圾，包括纸屑、木屑、废塑胶、包装废
弃物等一般性垃圾；二是厨余垃圾，主要包括准
备、烹调与膳后的废弃物；三是大件垃圾，主要是
大件家具和电器；四是建筑废弃物，主要是住宅
装修产生的垃圾；五是动物尸骸，主要包括鸡、
鸭、猫、狗等动物尸骸；六是电子垃圾，主要包括
计算机、手机、废电子元器件等；七是废弃车辆，
包括家用汽车等机动车以及脚踏车；八是有害废
弃物，重点是一些具有燃烧性、爆炸性、放射性、
化学反应性、致病性的废弃物。

●固体废物资源化途径主要有哪些?

据重庆市无废办介绍，固体废物资源化途径
主要有3个：一是废物回收利用，包括分类收集、
分选和回收；二是废物转换利用，即通过一定技
术，利用废物中的某些组分制取新形态的物质。
如利用垃圾微生物分解产生可堆腐有机物生产
肥料；用塑料裂解生产汽油或柴油等；三是废物
转化能源，即通过化学或生物转换，释放废物中
蕴藏的能量，并加以回收利用。如垃圾焚烧发电
或填埋气体发电等。就普通家庭而言，一方面要
做好源头减量，要养成节约不浪费习惯，吃穿用
都适度适量，尽量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从源头
上减少生活固体废弃物的产生。另一方面，尽可
能的让已经产生的固体废物进入资源再生利用
的通道，而不是随意丢弃。比如将不再穿的衣物
送到旧衣回收机构进行专业化处理，将废弃的包
装盒动手做成漂亮的工艺品等等。

主城区公共
机构全部实现生
活垃圾强制分
类、50%以上镇
街开展生活垃圾
分类示范、建成
投用洛碛垃圾焚
烧发电厂、重庆
主城区垃圾焚烧
比 例 将 达 到
100%、实现原生
垃圾零填埋……
这是 2019 年印
发实施的《重庆
市（主城区）“无
废城市”建设试
点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实施方
案》）所描述的场
景。

重庆正在开
展的“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与我
们的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全体市
民既是“无废城
市”建设的参与
者 ，也 是 共 享
者。“无废城市”
应该是什么模
样？市民如何参
与建设？近日，
我们打探重庆
“无废城市”建设
试点工作，带你
一起体验“无废”
生活新时尚。

垃圾分类指导员教居民使用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 摄/孙凯芳

如今，垃圾分类正在成为新时
尚。而垃圾分类也是提升资源回收
再利用的必不可少的“前端”环节。
据统计，目前，重庆主城区日均产生
生活垃圾约8500吨（不含餐厨及果
蔬垃圾）。

5月29日，在渝中区大坪街道大
黄路社区竞地花园小区，居民王丽正
在智能回收箱前投放塑料瓶。“拿出
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就可以投放了。”
王丽说，通过投放垃圾，还能在“互联

网垃圾分类信息管理平台”上获取积
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

目前该小区的智能回收箱共
两处，包含废纸、废塑料、废玻璃、
废金属、废纺织物、有害垃圾和易
腐垃圾6个分类。据该社区负责
人介绍，目前，该小区垃圾分类知

晓率实现100%、参与率已达60%，
设置垃圾分类复核点，结合定时定
点回收可回收物达 16800 公斤。
这些垃圾中，经常会有玻璃、金属
等废弃物。如果用焚烧方式，耗能
会比焚烧纸片等垃圾更大，同时无
法实现资源化利用。所以，通过垃
圾分类投放运输，可以在处理上减
少能耗，甚至变废为宝。据重庆市
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在引导广大市民做好

“前端”分类的基础上，他们还将加
大投入，从运输车辆配套、终端分
类处理入手，以更好地进行资源回
收再利用。

长期以来，易腐垃圾的不规范
处理，在食品安全、城市环境保护等
方面引发不少问题。以该小区为
例，月回收易腐垃圾达2万公斤，在
过去，这些餐厨垃圾无非是被养殖
户上门收走，往往不经高温处理便
被直接用来饲养泔水猪；或被随意
倾倒，流入污水管网；或与生活垃圾

一同不规范处理，给城市环境造成
严重污染；甚至被用来非法提炼潲
水油，影响食品安全。

当前，我市日产餐厨垃圾约
5700吨。这些餐厨垃圾又去到了
哪里？能派上了哪些用场呢？在江
北区黑石子餐厨垃圾处理厂，人民
可以看到它们变废为宝的全过程。

据了解，黑石子餐厨垃圾处理厂
在全国率先引进厌氧消化、热电联产
工业技术，通过自主创新打破国外技
术垄断，研发出针对餐厨垃圾含油率
高、含杂率高、含水率高等特性的餐
厨垃圾处理设备。把餐厨垃圾进行
油水分离后，潲水油经过酯化和酯交
换生产生物柴油。潲水经高温厌氧
消化产生沼气，沼气净化处理后可发
电或生产压缩天然气。

“以日处理1000吨餐厨垃圾测
算，我厂年产有机肥料2.4万吨、沼
气2800万立方米、生物柴油8000
吨、发电3300万度。”该厂负责人
说，“3300万度电相当于1.3万户家
庭一年用电量；8000吨生物柴油经
过换算，大约阻止9000吨潲水油流
向市民餐桌；减排二氧化碳22万
吨，相当于多栽种1.2万棵树。”

资源再生利用 废品垃圾重焕新生

工业绿色生产 废旧电器成了“金山银山”
《实施方案》提出，立足重庆产

业特色，构建汽车、笔电行业“零部
件制造—整车（整机）生产—销售—
回收—拆解—再生资源利用”循环
产业链。加强汽车拆解行业规范管
理，推动拆解企业规模化、集约化发
展。进一步完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拆解、报废汽车拆解等行业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体系。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作为典型的

集资源性、污染性于一身的固体废
物，含有超过700种物质，其回收处
理是近年来国内外最热门的环境问
题之一。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如何变
成“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重庆
已经有了样板。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自
2003年投产起便开始固废管理探
索，至今已建立起从源头到末端全
链条固废管理措施，其在固废产生
主要源头零部件包装环节，通过货
架等周转器具减少包装废弃物的产
生。以482车型为例，减少了84%
左右的包装物。

工厂将固废分为危废废物和一
般工业废物两大类，大部分危险废
物交由专业处置公司焚烧、回用炼
油、回用包装、提炼贵金属。其中，

部分危险废物自行回收利用，如工
厂在涂装车间溶剂回收装置，将喷
涂产生的废溶剂通过蒸馏回用到生
产线，2019年回用129.5吨，节约处
置成本约30万元。

一台电视机可以被拆解成多少
个部件？位于大足的重庆市中天电
子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就主要负责
重庆市主城都市区范围内的电子废
弃物综合处理、处置业务。

据中天公司总经理彭会刚介
绍，一台废弃电视机从卸货入库到
拆解完成，可以拆解成玻璃、金属、塑
料、电线及其它五大类，CRT屏玻
璃、CRT锥玻璃、白铜、镍网、不锈
钢、荧光粉、印刷电路板等23小部
件。“拆解完成后，我们再进行分类存
储，可回收利用的销售给相关企业
再利用，危废物则交给有处理资质
的企业进行处理。”2019年，中天电
子、中加环保、顺贸再生资源三家公
司合计回收废弃电器约350万台。

高校里的快递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 摄/龙帆

九龙坡走马垃圾分类物流基地 摄/齐岚森

环卫工人正在回收餐厨垃圾 摄/孙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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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医疗废物集中无害化处置实现镇级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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