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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拥有高等植物 3.5 万多种，约占世界总数的

10%，其中超半数物种是我国特有的。但是由于

生境破坏、人为过度采挖、外来物种入侵、自然灾

害频发等，我国野生植物保护形势并不乐观。

近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迎来

20 多年来的首次“翻新”——国家林草局、农业

农村部推出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新名录），目前公开征求意

见已告一段落。国家林草局新闻发言人黄采艺

说，修订名录是我国加强野生植物保护的重要举

措，并将在修订基础上，开展破坏野生植物资源

专项打击整治行动，全面保护野生植物资源。

野生植物是生态系统重
要组成部分

野生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宝贵的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国家林草局

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贾建生说，经济建设和

人民生活所需的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

果、药等都取自于植物；各种家畜、家禽、鱼类等

的养殖需要植物作为饲料来源；工业发展也需要

植物作为原料或者会利用到植物相关产品。

“植物作为生态系统第一生产者，是生态系

统中能量及有机物质的最初来源，对涵蓄水源、

调节气候、保持水土、吸收和分解污染物以及维

持全球自然生态平衡和稳定极为重要。”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周晋峰

博士说。

如今，全世界热带雨林每年消失 10%，植物

物种的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持续下降。根据生

态 环 境 部 公 布 的《2019 中 国 生 态 环 境 状 况 公

报》，全国 34450种已知高等植物评估结果显示，

需要重点关注和保护的高等植物 10102 种，占评

估物种总数的 29.3%，其中受威胁的 3767 种、近

危等级的 2723种、数据缺乏等级的 3612种。

保护野生植物需健全法
律、清理交易、加强研究

国家林草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设立了

1.18 万处自然保护地，采取多种措施保护了 90%

的植被类型和陆地生态系统、65%的高等植物群

落；建立 200多个植物园和树木园，保护 2万多种

乡土植物，约占乡土植物总数 65%，对其中约 200

种珍稀植物开展了野外回归活动。

“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野生植物保护法

律法规体系，但目前对乱采滥挖野生植物、无节制

开发以及不合理利用等对国家生态安全与生物安

全存在潜在影响的行为，还缺乏法律法规的规范

和约束。”贾建生说，新名录出台后，将跟进启动修

订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并鼓励各省出台相应的法

律法规，从法律上为野生植物“保驾护航”。

我 国 在 1996 年 颁 布 了《野 生 植 物 保 护 条

例》，2017 年对条例进行了修订。周晋峰说，较

之野生动物保护，我国野生植物保护要逊色很

多。建议将植物保护由目前的条例层次提升至

《野生植物保护法》或《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层次，

健全保护植物多样性法规。

周晋峰还建议每 5年一次，定期更新保护野

生植物名录。他说，自然界中，濒危物种每年都

在大规模灭绝，部分物种正迅速变成濒危。无论

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还是《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名录》都应随时更新，适时将解濒

的物种移出名录，将濒临灭绝的物种列入加以保

护，使科学部门的成果，能迅速成为相关政策的

指引。

黄采艺说，为了加大保护力度，近期国家林

草局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破坏野生植物资源专

项打击整治行动，清理整顿全链条交易，严厉打

击乱采滥挖野生植物、破坏野生植物生存环境、

违法经营利用野生植物行为。同时，通过强化企

业自律，引导网上交易平台和网下交易场所严格

管控经营利用野生植物的行为。

加强野生植物保护，离不开科技支撑。云南

等地以濒临高度灭绝风险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为对象，对这些野生植物形成、维持与可能的灭

绝机制展开了系统研究，构建种质资源保藏、种

群保育及生境恢复的保护技术集成体系，为全球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科学拯救和保护提供理论

指导、技术支撑等。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迎来 20多年首次翻新——

像保护野生动物那样保护野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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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拆掉胶带，打开纸箱，把包装纸、塑料膜撕

掉一扔，这套拆快递的流程我们早就烂熟于

心，做起来行云流水。但是，随手拆下的快递

包装去哪了呢？大量一次性的塑料、纸进入环

境，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国是世界第一快递大国，2019年全国快

递业务量突破 630 亿件。初步估算，我国快递

业每年产生超过 900 万吨纸类废弃物、约 180

万吨塑料废弃物，一年消耗的胶带可以缠绕地

球千圈，并且这些数字还在快速增长。

加强快递绿色包装标准化工作，妥善处理

快递包装污染问题，已成为行业转型升级、可

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透露，未来 3 年我国将加快推进快递绿

色包装标准化工作，加速将快递包装新材料、

新技术、新产品相关成果转化为标准，不断完

善标准与法律政策协调配套的快递绿色包装

治理体系。

本报记者 崔 爽

快递包装治理有三大要求：绿色化、减量

化、可循环。今年 6 月，国家邮政局印发《邮件

快件绿色包装规范》，强调邮件快件绿色包装

坚持标准化、减量化和可循环的工作目标，加

强与上下游协同，注意节约资源，杜绝过度包

装，避免浪费和污染环境，并对绿色包装给出

一系列具体要求：邮件快件包装空隙率原则上

不超过 20%；寄递企业应当全面推广使用电子

运单，尤其是一联式电子运单；采用“一”字型

封装方式的包装箱，使用胶带的长度不超过最

大综合内尺寸的 1.5 倍；可循环集装袋循环使

用次数不低于 50次；寄递企业积极推广应用悬

空紧固包装，减少填充物使用；本着环保、节约

的原则，合理确定包装材料和包装方式，确保

寄递安全，避免过度包装等。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

副司长陈洪俊表示，当前，主要快递企业、快递

包装生产企业、电商平台都在积极开展快递绿

色包装的创新探索，比如京东的“青流计划”、

顺丰的“丰 BOX”等，快递包装新材料、新产

品、新模式等创新成果层出不穷。

据京东物流青流计划负责人段艳健介绍，

青流计划是京东物流携手宝洁、雀巢等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发起的一项针对绿色供应链的联

合行动，主要包含 4 个方面：绿色包装、绿色运

配、绿色仓储和绿色回收。以循环快递箱“青

流箱”为例，青流箱由可复用材料制成，箱体正

常情况下可以循环使用 20次以上，破损后还可

以“回炉重造”。它无需胶带封包，在循环使用

的同时可做到不产生任何一次性包装垃圾，目

前已被累积使用 1200余万次。

“更瘦更绿”已经成为相关行业企业共同的

目标。据苏宁物流研究院副院长凌云飞介绍，

苏宁物流从 2014年正式启动绿色包装探索，从

包装回收、电子面单、一联单、瘦身胶带、3D 装

箱到共享快递盒等都进行了一系列的举措。截

至目前，苏宁物流、天天快递全国范围内电子面

单普及率接近 100%；胶带减宽、减量填充物等

绿色减量化包装实现 100%覆盖；共享快递盒作

为苏宁物流绿色循环包装的创新标杆产品，全

国累计投放量突破 40万只，一年投放使用累计

超过1亿次，节约的胶带可绕地球3.74圈。

让快递包装更绿更瘦成业界共同目标

小小一个快递包装，牵动政府机关、快递

企业、电商平台、消费者等各个主体，联动着材

料研发、设计、生产、使用和回收管理等上下链

条，也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这对快递绿色包装的推广普及和协同治

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陈洪俊表示，要加强标准

全过程的统筹协调，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快递绿

色包装标准实施效果评估，不断完善相互衔

接、协同高效的标准实施监督机制，“据我们了

解，目前生态环境部已经将快递绿色包装标准

应用纳入‘无废城市’试点评估，使得快递绿色

包装标准成为‘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指标。”

“从社会化角度来看，回收循环这件事，依

靠一两家企业是远远不行的，需要建立社会化

的回收机制，集中化、规模化回收，从而提高效

率、降低成本，形成良性循环。”段艳健表示，具

体来看，一是需要政府或第三方平台牵头建立

较完善的社会化回收体系，实现社区回收和回

收企业、电商物流企业相结合，形成完整的循

环包装回收系统；二是可以考虑推行循环包装

押金制度，鼓励消费者主动参与，回收完成后

自动返还押金，提升循环包装周转率，降低企

业运营成本。

凌云飞提出，通过联合快递行业，打通线

下自提点的回收，可以在方便用户使用的同

时，进一步提升快递回收箱、可循环包装等的

回收周转率。

更重要的是，绿色环保不仅仅是政府和企

业的事，更是全社会的事，关系到每一个公

民。对此，段艳健建议：“加强宣传，提升全民

环保意识和垃圾分类常识，让使用绿色包装成

为社会共识，推动快递行业的绿色环保建设。”

需各方协同治理 完善社会化回收体系

本报记者 李 禾

相关链接

新华社记者 张漫子

可循环使用可循环使用、、不产生一次性包装垃圾不产生一次性包装垃圾、、节约胶带节约胶带

绿色包装这么好绿色包装这么好，，
为啥我收快递时遇不到为啥我收快递时遇不到？？

怎样的植物才能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名录？

从征求意见稿看，这包括数量极少、分布范围极

窄的珍稀濒危物种；重要作物的野生种群和有重

要遗传价值的近缘种；有重要经济价值，因过度

开发利用，资源急剧减少、生存受到威胁或严重

威胁的物种；在维持生态系统功能中具有重要作

用的珍稀濒危物种等。以此为标准，新名录删除

55 种、增加了 296 种和 17 类，共收录 468 种和 25

类野生植物，收录物种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比

如为了加强对野生兰科植物的保护，考虑到濒

危和稀有程度，新名录拟将小叶兜兰、铁皮石

斛和春兰等 104 种兰科植物列入。

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德元说，要

达到保护的最大成效，确立科学而精准的保护

名录意义重大。此外，还需制定长期目标和近

期目标，分步骤实现。

什么样的植物需要重点保护

一面是一手机、一账号即可直播的“低门槛”，一面是百万年薪、千万

粉丝、六位数商家合作的“高诱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博主加入了

“吃播”的行列。

为了给观众不断带来新的感官刺激，向流量看齐的很多“吃播”不仅

内容上越趋荒唐，更在效果上冲击了珍惜粮食、爱惜食物的基本价值底

线，“吃相”难看，实应整治。

“吃播”“拼命”出位为吸金

2009 年起，一种“我吃饭，你观看”的直播模式在日韩等国率先发展

起来，后在国内流行，被人称为“吃播”。具体而言，就是主播坐在家中或

餐厅的网络摄像头前，向网友直播吃下巨量食物的过程。

因在 16分 20秒内直播吃完 10桶火鸡面而走红的“大胃王密子君”是

国内涉足“吃播”较早的主播。她凭借超大胃口直播进食各种食物，频繁

刷新纪录，还因与普通人不同的胃部条件参加过某知名综艺节目的录制。

“密子君”走红之后，许多人跟风直播吃饭，效仿她的成名之路。主播

通过与美食商家合作、探店试吃、贴片广告等形式，在快速涨粉后，实现了

流量的灵活变现，延伸了网络“吃播”的产业链。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艳玲等学者认为，“吃播”将主播

个人的进食行为搬上屏幕，在互动中使受众获得了代偿性满足、好奇心满

足、虚拟陪伴、娱乐消遣等体验。

“吃播”视频短时间内成为“吸睛”的内容种类。在各平台搜索“吃

播”，大量专职从事“吃播”的“美食达人”“美食博主”已通过平台 V 认证。

短视频平台抖音以“吃播”为标签的内容分类下，有 39.3万个视频，播放量

达到 287.2亿次。

“虐式吃播”伤身辣眼睛

为了“吸睛”，凭借出位、无下限的表演刷新观众认知，“吃播”乱象在

互联网场域中愈演愈烈。

随着竞争的白热化，为争夺粉丝注意力，主播纷纷“进阶”内容，推出

“10分钟吞下 36个粽子”“一口一个，直播吃 100对鸡翅”等高感官刺激的

内容。

短视频行业工作人员透露，有商家曾对主播提出过“成功挑战 30 人

份该品牌汉堡并拍宣传片，奖 30万元”的合作要求。

市场需求触发主播不断挑战“难以置信”的食量。有人辞职成为专职

“吃播员”，每天在摄像头前进食 3小时。有主播为锻炼食量，持续过量饮

水进食，让胃部增大一倍。

从视频弹幕中可见，广泛存在于“吃播”中的先吃后吐或边吃边吐，带

来巨大食物浪费的同时，也引起网民的不适。

北京一名主播告诉记者，她去年已靠“吃播带货”过上了“日进斗金”

的生活。但直到今天，“为不让粉丝离开直播间，要以最快速度把食物送

到嘴里，嚼三四下就要吞下去，胃病不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副主任医师魏红涛说，暴食会带来

急性胃扩张，所致的呕吐将加大窒息风险。而催吐则无异于“自残行为”，

对食管和咽喉都会造成伤害。

直播平台务必尽快整治“吃播”乱象

“向流量看齐”“一切为了娱乐”的庸俗内容，不断消解着主播的底线，

违背了勤俭节约的文明风尚，也降低了大众的审美趣味。

以食量惊人、以假吃催吐为噱头的“吃播”内容正受到网友的抵制。

记者在一些热门直播视频下看到了网友“强烈要求封号”“别为赚钱糟蹋

身体”等评论。

“向流量看齐的‘吃播’内容，既给主播带来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也将

误导观众的饮食习惯。”魏红涛说，暴食不仅会导致肥胖、脂肪肝等，还易

引发急性胃扩张、急性胰腺炎，有基础疾病的患者还可能诱发急性心脑血

管意外。青少年处在价值观尚未成形的阶段，容易被此类具有不良饮食

习惯的内容带偏，产生模仿行为，养成不良嗜好。希望平台生产更多倡导

健康饮食理念、传播优秀饮食文化的视频内容。

受访学者认为，“吃播”不能止于展现食物的表层符号，更要着力挖掘

传统美食的文化价值。王艳玲建议直播平台对主播提高内容发布门槛，

采用身份识别等认证方式，加强内容审核和考核，筛选过滤掉猎奇、低俗

的“吃播”内容，对上传不当内容的用户实行封禁制度。

目前，部分视频平台正加大对“吃播”内容的监测和管理。在 B 站搜

索“大胃王”“吃播”等词时，出现了“珍惜粮食，合理饮食”等提示语。直播

平台斗鱼表示将加强对美食类直播内容的审核，杜绝餐饮浪费，营造清朗

的直播氛围。

“吃相”太难看！
网络“吃播”乱象该整治了

不可否认，虽然各电商平台和快递企业都

在积极推广绿色快递包装，但日常生活中，绿

色快递箱、可循环包装、包装回收箱等还是难

觅踪迹。

“目前，苏宁物流全国推广使用的共享快

递盒，签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快递员和消

费者面签，使用后的共享快递盒由快递员带回

站点进行回收；二是经过用户同意后，快递员

将共享快递盒放在苏宁自提点等地，用户取完

快递后，由自提点工作人员暂存保管共享快递

盒，再由快递员统一进行回收。”凌云飞坦言，

两种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推广难题，如用户

无法面签时，会增加快递员二次配送任务；线

下回收点密度较低，周转率需要进一步提升；

使用共享快递盒包装商品品类受限，隐私商品

暂不能使用；共享快递盒尺寸适配问题等。而

在疫情期间实施的“无接触配送服务”也进一

步增加了共享快递盒配送与回收的难度。

硬性标准缺乏、成本高令绿色化阻碍重重

段艳健也认为，物流、快递行业的绿色化进

程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但仍面临几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现有快递

业包装标准均为推荐性标准，落地实施效果不

佳，这就造成了企业绿色规范化发展只是一种

‘好意识、高素质’，低标准材料充斥市场、环保材

料成本偏高，采用绿色包装的企业与包装依旧粗

放的企业在同一种市场环境中竞争，各方面环保

成本增加，就会导致企业效益较低，这对绿色发

展企业不公。”他说，“商品在运输过程中存在暴

力装卸、分拣等现象，使得电商和物流企业不得

不选择高克重纸箱，采用层层胶带缠绕等方式降

低物流环境对商品的破坏。社会回收体系不健

全，企业单打独斗，回收物流成本高。”

此外，公众绿色包装意识的提高有目共

睹，但在行动上却与认识有一定差距。“以青流

箱为例，投放青流箱需要末端回收，用户并不

能理解回收这件事，认为现在普遍快递都是有

包装的，怎么还要回收回去，因此会给差评，影

响运营企业投放使用的积极性。”段艳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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