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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同企业各自推

出的循环包装，其实还是单

个企业内部的小循环，如果

能够使循环包装在各个企

业间进行共享，把“小循环”

变成“大循环”，逆向物流成

本就能够进一步降低。

李志强
陕西科技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
学院包装工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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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年中促销活动落下帷幕，不少人在享

受“买买买”带来的“剁手”快感后，紧接着便要面

临快递包装“扔扔扔”的烦恼。面对堆积如山的

快递包装，不知多少人又犯了愁。近年来，我国

快递业务发展迅猛，截止到 2021年底，日均快递

业务量已突破 3亿件大关。而在 10年前，这一数

字还仅是 1000 万件。大量一次性快递包装产生

的垃圾不仅给个人处理带来苦恼，更给生态环境

造成巨大压力。而就在刚刚结束的年中促销活

动中，快递包装里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身影，可

循环快递包装逐渐进入更多消费者的视野。

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江枫经常从电商平台购

买生鲜冷冻食品。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注意到，

送来的快递不再采用白色的一次性泡沫箱包装，

交到他手中的商品有时仅套了简单的保温袋，里

面放一个小小的冰袋。“大部分情况是快递员确认

家里有人后上门，直接把商品从保温箱里拿出来

交给我，然后他带走箱子。”江枫向记者介绍道。

他提到的保温箱，便是目前不少电商、物流企

业都在采用的循环生鲜保温箱。区别于过去生鲜

冷冻商品寄递中常用的一次性泡沫箱，循环生鲜

保温箱拥有更长的使用寿命，通常可达一年以上，

能够循环使用数百次。并且，相比会造成白色污

染的一次性泡沫箱，循环保温箱的主体保温材质

多采用发泡聚丙烯（EPP）材料，不仅隔热性好，还

更加轻便、耐用，也更易在自然环境中降解。

除了运输条件较为特殊的生鲜冷冻商品，针

对数量更为庞大的普通商品，许多企业同样推出

了自家的可循环快递包装。2017年12月，京东物

流首发试点循环快递箱“青流箱”，其箱体正常情

况下可循环使用 50次以上。2021年 7月，二次升

级后的顺丰循环包装箱丰多宝（π-box）也正式

投入试点运营，截至去年 12月底，已投放达 72万

个，循环使用280万次。此外，苏宁易购物流、中国

邮政速递物流推出的“漂流箱”和绿色循环快递盒

等可循环快递包装也先后投入市场试点运行。

目前，针对普通商品的可循环快递包装大多

由聚丙烯塑料（PP）制成的蜂窝板材拼接而成，

具有轻便、耐用、易折叠等优势。根据该类产品

主要生产商之一小象回家提供的资料，正常情况

下该材质的循环箱使用寿命可达 3年，并且在达

到使用寿命后，其聚丙烯材质可实现 90%以上的

回收率。不仅如此，目前的大多数可循环快递箱

均采用魔术贴、卡扣、拉链等方式进行封装，能够

实现零胶带使用，这也使得此前饱受诟病的胶带

过度使用问题一并得到了解决。

陕西科技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包装工程

系副教授李志强表示，相比于大量使用的由瓦楞

纸制成的一次性纸箱，由 PP塑料制成的、可反复

循环使用的包装箱实际产生的碳排放会更低。“造

纸本身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以及污水等，且纸制

品多为一次性使用，浪费极大。可降解的、能够多

次使用的塑料制品，其碳排放相对来说是较低

的。”而从制造成本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单个循环

包装箱的成本虽然相对较高，但随着循环次数增

加，其成本也将被逐渐摊薄，“用的次数多了，循环

包装箱的成本会远低于一次性纸箱的成本”。

纸箱之外还有“青流箱”“漂流箱”

循环包装好处这么多，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

不常见到？事实上，好去不好回，一直是此前困

扰可循环快递包装大规模应用的堵点之一。

快递包裹从终端快递站点到消费者手中

的这一过程被称为物流的“最后一公里”，而循

环包装面临的则是这“最后一公里”的逆向物

流问题：如何将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循环包装收

回？针对这个难题，不同企业有着各自的解决

办法。

根据顺丰一营业站点的快递员介绍，他们在

使用可循环包装箱时会鼓励用户尽可能地当面

签收。签收时，快递员会将包裹从循环箱中取

解决回收难有了突破口

除了需要解决好“最后一公里”的回收问题

外，李志强认为，从更宏观的视角上看，循环包装

的整体逆向物流问题是其未来大规模应用中需

要突破的另一瓶颈。“目前，大多数商品的物流方

向是从东南发向西北，相反方向的较少。这会导

致部分循环箱来到收货地后回去的机会较少。

从而导致循环箱积压，不得不空箱运回，额外产

生成本。”李志强表示，虽然仅从制造成本来看，

随着循环次数增加，循环包装的成本将低于一次

性包装，但如果加上逆向物流成本，循环包装的

整体成本仍然较高。

此前，段艳健接受采访时便坦言，当前投放

的“青流箱”在逆向回流时会犯“选择困难症”，其

在各个仓库间均衡配置存在难点，导致不同型号

的“青流箱”在各个仓库间分布不均匀，易造成包

装空间的浪费，因此投放相对谨慎。

李志强认为，共享将是破解可循环快递包装

逆向物流难题的关键。“现在不同企业各自推出的

循环包装，其实还是单个企业内部的小循环，如果

能够使循环包装在各个企业间进行共享，把‘小循

环’变成‘大循环’，逆向物流成本就能够进一步降

低。”李志强表示，共享的前提是标准的统一，他建

议行业协会、政府对口管理机构等主动牵头推进

相关标准制定，为实现循环包装共享，降低逆向物

流成本铺平道路。段艳健也透露，预计到2023年

底，京东物流将完成循环包装的共享模式试点，到

时用户看见“青流箱”的概率会大大增加。

除了面向下游消费者普及循环箱，京东物

流、菜鸟网络、苏宁易购物流等也将循环箱向上

游商家推广，鼓励生产企业在商品生产装箱时使

用循环箱。循环箱会随商品进入物流仓库，由物

流仓库对其进行统一暂存管理，积攒至一定数量

后，集中批量返回企业工厂，实现真正的循环利

用。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真的要和动辄堆积

如山的快递包装说再见了。

图① 苏宁易购物流快递员正在使用其循环
快递箱“漂流箱”开展收寄业务

苏宁易购物流供图
图② 顺丰物流快递员使用其二代循环快递

箱“π-box”开展收寄业务 顺丰速运供图
图③ 京东物流工作人员正在分拣其循环快

递箱“青流箱” 京东物流供图
图④ 小象回家智能循环共享包装箱

宁波盒象科技有限公司供图

“小循环”还要变成“大循环”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

公室联合制定的《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

近日公布。针对互联网诊疗中处方审核、隐私保

护、诊疗质控等社会关注点，细则做出了哪些监

管规定？

必须符合复诊条件

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互

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互联网诊疗出现

规模性增长。至 2021 年底，全国互联网医院已

达 1700多家。

“隔空”诊疗并不适合所有患者。常见病、慢

性病的复诊，是较长时间以来互联网诊疗的定

位。不过，对于何为复诊，此前业内缺少具体标

准，导致出现一些监管真空。

此次公布的细则要求，患者就诊时应当提供

具有明确诊断的病历资料，如门诊病历、住院病

历、出院小结、诊断证明等，由接诊医师留存相关

资料，并判断是否符合复诊条件。

“标准更具可操作性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健

康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秋霖认为，针对患者

应提供哪些确诊材料、谁来判断是否符合复诊条

件等，都有了明确规定。

细则同时要求，当患者病情出现变化、本次

就诊经医师判断为首诊或存在其他不适宜互联

网诊疗的情况时，接诊医师应当立即终止互联网

诊疗活动，并引导患者到实体医疗机构就诊。

严禁“先药后方”

先选购药品，再因药配方，甚至由人工智能

软件自动生成处方——部分互联网医疗平台的

此类操作，曾被多次曝光。

此次公布的细则规定，处方应由接诊医师本

人开具，严禁使用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处

方药应当凭医师处方销售、调剂和使用。严禁在

处方开具前，向患者提供药品。

细则还规定，医师接诊前需进行实名认证，

确保由本人提供诊疗服务。

“质量与安全是医疗行业永恒的主题。”国家

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医疗信息化研究部主

任舒婷表示，任何假借互联网的名义来挑战医疗

质量底线的行为，都是对患者生命安全的亵渎。

一边是加强处方监管，一边是探索更便利的

线上复诊续方。在浙江宁波市第一医院，互联网

医院平台开放了慢病续方入口。患者提出申请

后，专职医生团队根据实际情况为其续方，患者

通常当天便可在家收到药品。

线上线下一体化

对线上诊疗的质量监管，是否与线下诊疗相

一致？此次公布的细则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要求

以实体医疗机构为依托，将互联网诊疗纳入整体

医疗服务监管体系。

根据细则，互联网诊疗行为的过程及结果都

必须进行完整记录，病历、处方等关键信息的流

转应可追溯，以此确保互联网诊疗全过程都在法

规的监控和保护范围内。

“互联网诊疗行为与线下诊疗行为具有同等

的效力。”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副主任、中国医学科

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赵韡解读，互联网上发生的

诊疗、质控、监督、投诉、数据共享等行为必须依

托实体医疗机构进行，保证线上线下一体化。

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主任、中日

友好医院发展办主任卢清君认为，互联网医院要

将自身角色明确定位为医疗机构运营者，对于开

办独立设置互联网医院的企业来说，这是一个重

要的角色转换。

明确权责关系

互联网诊疗带来很多便利的同时，隐私信息

泄露问题也备受关注。

细则明确要求，医疗机构应建立网络安全、

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隐私保护等制度，并与

相关合作方签订协议，明确各方权责关系。

关于患者隐私保护，一些地方已出台相关政

策。宁夏出台的互联网医院不良执业行为积分

管理办法规定，互联网医院若出现“未妥善保管

患者信息，非法买卖、泄露患者信息”“发现患者

信息和医疗数据泄露时，未立即采取有效应对措

施”等行为，将被一次性记 12 分。这意味着，这

家互联网医院将提前启动校验程序，并给予 1至

6个月的暂缓校验期。

据了解，宁波市第一医院结合院内实际情

况，为患者既往的就诊记录和健康档案等隐私保

护薄弱环节加上“三保险”，全面保护医患隐私。

舒婷表示，细则针对关注度较高的病历留

存、平台数据、隐私保护、信息安全等问题，都有

更为细节的阐述，这些要求为下一步监管的具体

实施指明了方向。

可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实施方案

好大夫在线创始人兼 CEO 王航认为，这份

文件发布在行业快速发展期，从业者要沿着“严

肃医疗”的思路，进一步推动互联网诊疗服务良

性发展。

“互联网医院的业务量目前并不均衡，有些

很繁忙，有的则类似于‘僵尸’医院、功能单一。”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俞新乐说，在规范管理

的同时，要加强相关培训，引导供方更好地匹配

社会需求。要建立一支专业化监管队伍，包括医

务管理专家以及信息化、大数据等方面的专家。

舒婷表示，考虑到各地区发展速度不均衡，

细则在划定底线和红线的同时，各地也可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进一步制定实施方案，促进互联网诊

疗健康发展。

保证线上诊疗质量，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来了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了《网络主播行为规

范》（以下简称《规范》）。《规范》一共十八条，针对网络直播中久为人所诟病

的问题，比如流量至上、畸形审美、“饭圈”乱象、抄袭侵权、误导消费，等等，

既清晰地提出了网络主播应当怎么做的明确要求，又指出了必须被摒弃和

禁止的错误行为，务实细致，言简意赅。有评论认为，这“十八条”给主播戴

上了“紧箍咒”。这一观点十分形象，确实，《规范》给一度“野蛮发展”的网络

直播领域划出了底线，也给那些钻管理空子以渔利的主播标定了红线。

正所谓，凡事不破不立。在看到《规范》“限制作用”的同时，我们更应看

到《规范》对于网络直播行业的保护和促进意义。互联网的蓬勃兴起，极大

拓展了产业新领域，催生了一批新行业新职业。从网络文学到网络影视，从

网络游戏到网络直播，这些以“互联网+”的名义出现的新事物，大都经历过

或正在经历着一个从“野蛮生长”到“有序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

能出现因规范调整、扫除弊端、淘汰落后而带来的不适甚至阵痛，但这是一

种“成长之痛”“生长之痛”，它所迎来的是行稳致远、走向成熟的光明前景。

一个天朗气清、山清水秀的发展生态，无疑符合行业发展的整体利益和

长远利益。即便对于从业者个体而言，只有在积极向上的同行氛围和公平

有序的竞争环境中，优质的内容才能真正脱颖而出，并获得与之相匹配的传

播效益；那些有诚心有创意有追求的主播也才能安心地在网络空间这片蕴

藏着无限生机的原野上，尽情挥洒自己的才能和汗水，并收获清清白白的好

名声、干干净净的真利益。如果一味“拼下限”“比尺度”“博流量”，只会在

“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中不断沉沦。

说得再长远一些，作为新兴的“泛文艺”样式，网络直播是互联网赋能文

化创造的新产物，也是网络文化审美表达的新载体。这几年，诗词、戏曲、曲

艺、非遗、美食等中华传统文化在网络直播中频频露脸，爱国情、奋斗志、田

园诗、家庭情等正能量插上网络直播的翅膀，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更有效

的抵达。与此同时，网络直播还在不断更新着艺术表达的方式和技巧，丰富

着符合当代人审美心理的文化新形态，这些无不说明，网络直播不愧为当代

文化创新的沃土，很有可能成为精品之作、经典之作的摇篮。

肥沃的土地，也需要科学的翻耕；奋进的航船，更需要精准的导航。推

动网络直播高质量发展，供给更多高品质的直播内容，从根本上有赖于行业

规模和质量的提升，从业人员队伍的扩充以及素质的增强，但也需要相关管

理部门的有力推动。在这个意义上，这次出台的《规范》，既是对症行方、治

病救人的猛药，更是扶正祛邪、益气强身的补药。我们期待着《规范》落到实

处，内化为网络主播的自觉行为，为网络直播行业注入新的发展动力，推动

其在健康发展的航道上正向笃行。

网络主播行为规范

既是紧箍咒，更是导航仪

热点追踪

工信部开展 2022 年工业节能诊断服务、大力推行绿色制造、联合相

关部门发布《工业水效提升行动计划》……连日来，有关推进工业节能降

碳的一系列举措出台，释放了加快工业绿色升级的信号。

工业是我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重要领域之一。近年来，我国持续

推进工业领域节能降碳，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在“十三五”下降

16%基础上，2021 年进一步下降 5.6%。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在“十三

五”下降近 40%基础上，2021年进一步下降 7%。

“我们重点实施绿色制造工程、加大绿色技术装备产品供给、推进工

业资源循环利用，建设一批示范效应显著的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绿色

发展新引擎不断培育。”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加大力度提升工业水效，是下一步推进工业节能的重点。近日，工信

部等六部门印发《工业水效提升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5 年，全国万元工

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 年下降 16%。重点用水行业水效进一步提升，工

业废水循环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

“行动计划提出了 6 方面具体任务，包括加快节水技术推广、提升重

点行业水效、优化工业用水结构等。”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有关负责

人说，下一步，将制定工业节水装备行业规范条件，创建一批废水循环利

用示范企业、园区，打造水效提升服务领域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提

升智慧化节水服务能力。

全面提升用能效率，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在杭州市萧山区万郡绿

建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屋顶，9600 千瓦装机容量的光伏板正在建设中。

针对当地企业节能需求，国网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一企一策”推行绿

色用能服务。截至目前，累计搭建 22.4兆瓦的分布式光伏项目。

工信部明确，鼓励和引导企业改善电能质量，转变能源消费方式，更

好推进节能减排。

“我们将打造一批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支

持工业企业绿色化改造。”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有关负责人说。

此外，还将加大绿色技术装备产品供给，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十二

五”以来，我国累计推广 2 万多种绿色产品、4000 多种节能节水和资源综

合利用工艺技术装备，逐步构建起从基础原材料到终端消费品的绿色产

品供给体系，聚焦绿色技术装备产品的创新活跃。以绿色环保装备为例，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有 1300余家绿色环保装备相关企业。

工信部明确，将进一步增加绿色低碳产品、绿色环保装备供给，引导

绿色消费。比如，研发和推广应用高效加热、节能动力、余热余压回收利

用等工业节能装备，扩大新能源汽车、光伏光热产品、绿色建材等消费。

辛国斌说，工信部将启动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大力推行绿色制

造，发展壮大绿色消费。

工信部出台系列举措

推进工业节能降碳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买买买买买买””后不再忙着后不再忙着““扔扔扔扔扔扔””

可循环快递包装正走向你我可循环快递包装正走向你我
出，待收件人检查包裹无损，确认收货后，快递员

会直接将循环箱带回站点。如果遇到收件人提

出需要将包裹暂存，快递员会在征得其同意的情

况下，将包裹从循环箱中取出，并将面单贴到包

裹内层的防水袋上。随后再将其放置在暂存点，

快递员带走循环箱。以此尽可能避免将循环箱

留在收件人手中。

适宜的应用场景或许是有效避免“回收难”

困境，加速可循环快递包装落地的另一种办法。

对运输条件要求高、通常需要收件人面对面签收

的生鲜冷冻商品，率先成为可循环快递包装大规

模应用的主要对象。京东物流“青流计划”项目

负责人段艳健向记者介绍，在 2015年时，京东便

在生鲜业务中全面使用可折叠保温周转箱来代

替一次性泡沫箱。该保温箱使用寿命超过 1.5

年，平均单箱使用次数可达 130 次。在 2021 年，

京东共计使用循环保温箱 6000余万次，“相当于

减少了同等数量的一次性泡沫箱的使用”。并且

由于其保温性能提升，同步减少了一次性冰袋的

使用约 6万吨、干冰约 3万吨。此外，京东物流借

助唯一码和射频识别技术（RFID），实现了“一箱

一码”，再配合以循环包装管理系统，能够实现对

每一个循环包装进行全流程监控。

李志强同样认为，找准合适的场景能够有效

提升循环包装的回收效率。“在像高校、园区等广

泛应用快递暂存点的地方，可以率先试行循环包

装。取件人可以在暂存点就把外面的循环包装

当场拆掉，留在暂存点，最后由物流公司集中收

回”。同时，他也建议企业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

激励手段，鼓励用户主动使用、返还循环包装。

物流企业菜鸟网络对于一次性纸箱回收利用的

做法，或许能够为破解循环包装“回收难”问题提

供有益的借鉴。菜鸟绿色项目负责人牛智敬介

绍，菜鸟鼓励用户主动将收到的快递包装纸箱送

回菜鸟驿站，并且在下次寄件时优先选用。“我们

有时会用鸡蛋等物品交换用户手中的旧纸箱，并

且如果用户选择了使用旧纸箱寄件，我们会发一

张 3元的优惠券表示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