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城市小区里随处都可见的旧衣回收箱，来自什么机构？ 里面的衣物究竟流向哪里？
‘315’前夕，记者调查发现，在淘宝平台上，不需要提供任何公开募捐资格证明，400 多

元就可以定制一台旧衣回收箱，箱体上的文字可以随意印，有商家甚至建议印上‘慈善总会’来吸引
市民捐赠。

而这些打着‘慈善’‘公益’名号的旧衣回收箱背后，有不少倒卖旧衣的‘私人贩子’。 记者以收购
旧衣的名义联系了多个旧衣回收箱上的联系电话，对方均表示有大量旧衣可出售，未经挑拣的旧衣
打包售价在 2000-2200 元一吨不等。

一曾做过‘旧衣回收箱’生意的知情人士向记者称，这一生意可谓‘一本万利’，第一年投入 20 万元购
买旧衣回收箱、走关系，‘每年轻轻松松赚五六十万’，如果将旧衣按照新旧挑拣后出售，利润更高。

对此，记者从民政部门了解到，旧衣服回收、捐赠等，都属于公开募捐，一些社会组织、企业或者
个人，在不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情况下，以公益慈善为名开展旧衣物等废旧物品捐赠回收活动，均属
于违反慈善法的行为。

记者致电了多地民政部门，对方均表示如果接到有关违规放置旧衣回收箱的举报，将会进行调
查、处理，但也有地方民政部门表示，由于旧衣回收箱量大且放置较为分散，难以进行集中排查。

旧衣回收箱的伪装
商家称可印“慈善总会”

记者调查发现，在淘宝平台
一家店铺，花费 400 多元就可以
定制一个旧衣回收箱，而且不要
求买家提供公开募捐资格证明。
在记者表明是私人回收站购买
时， 商家称：“没问题，（我们）大
部分客户都是私人。 ”

该商家还称，如果想要捐衣
多，可以在箱体上印上“慈善总
会”， 会吸引更多人。 他告诉记
者， 他们开店 9 年做过不少客
户， 一些大城市查的比较严，小
城市一般都没问题，“除非是同
行举报。 ”

在该商家提供的此前给其
他客户定制的实拍图上，记者看
到，不少箱体上印着“慈善总会”

“公益环保”“爱心助学”等字样，
有的箱体印上了机构名称，但多
数都是只印着“公益环保，绿色
生活”之类的宣传语。 一些箱体
侧面印着“衣物去向”中，其中注
明会捐赠给困难地区。

另有定制旧衣回收箱的商
家告诉记者，一般具有旧衣回收
资质的正规机构，都会在箱体上
印上民政部备案号， 可信度更
高，但如果客户有需求，也可以

“帮你套（用） 别人的备案号印
上”。 他表示，万一被民政部门检
查，就能多一层保障。

记者表示出对违规后果的
担忧后，商家表示，也有不少客
户在箱体上印上“支持垃圾分
类”“创建文明城市”，或者“坚持
绿色回收”“倡导低碳生活” 等，
他告诉记者，有些大城市会查带

“公益”“慈善” 等字眼的旧衣回
收箱，但如果以环保、绿色的名
义设置旧衣回收箱，被查处的可
能性会大大降低。

记者走访广州市区发现，不
少社区和小区都放置了旧衣回
收箱， 其中大部分箱体上印着

“绿色回收”“环保公益”等字眼，
但大多数箱体上都没有机构的
名称或者民政部备案号。

对于这些旧衣回收箱的来
源，有些小区的物业管理人员也
表示不清楚，“几年前就有了，具
体是哪个部门放的我们也不太

了解。 ”还有物业称是一些合作机
构设置的， 但对于这些机构是否
有公开募捐资质、 回收的旧衣将
流向哪里，物业均表示不清楚。

有小区业主告诉记者， 在旧
衣回收箱放置之初， 自己也曾放
置过不少衣服，“因为箱子的侧面
写着去向， 说较新的外衣会捐往
贫困地区，我觉得也是做善事，很
多放进去的衣服都是很新的，但
有一次我看到有人去开旧衣箱的
门， 开门的就是经常在我们小区
下面收纸皮的废品回收站老板
娘，之后就再也没有捐过了。 ”

这些打着“慈善”“公益”旗
号的旧衣回收箱，往往让人们误
以为自己捐赠的旧衣会送往贫
困地区或有需要的人手中，但记
者进一步调查发现， 这些带着
“爱心” 的旧衣可能大多数都被
倒卖流入市场。

“一本万利”
有人称年赚数十万

记者以打算做旧衣回收箱
“生意”的名义，咨询了一名做该
“生意” 的知情人士， 他告诉记
者，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旧衣回收
箱，背后其实是一个“一本万利”
的生意，“（里面的） 衣服肯定都
是拿去卖，重点就看怎么卖。 ”

他称，在行业内，旧衣回收
箱里的衣物被分为“桶（音）货”
和“挑单件”（又称精品）两种。 其
中“桶货”是指将旧衣回收箱里
的衣物直接打包出售，不分新旧
和款式，而“挑单件”则是经挑拣
后， 将较新的衣物按件出售，其
余衣物打包处理。

“一般我们都是卖‘桶货’，
虽然利润没有分拣后的高，但分
拣后好的卖了， 差的就卖不掉
了。 ”他称，尽管“桶货”利润不
高，收入却也十分可观，“我按照
最低标准来算，一个箱子一年至
少能有 1 吨货，去年‘桶货’的价
格是一吨 2200-2300 元， 手头
200 个箱子，一年就是四五十万，
如果放的小区好， 一年 50 万是
打底的。 ”

他强调，做旧衣回收箱生意
就是第一年投入大，后面就可以
坐收成果，“200 个箱子第一年投
入大概 20 万，包括买箱子、走关

系，足够了。 后期只要有一个面
包车一个工人收货就可以了，衣
服都是白拿的嘛，第一年除掉成
本也能赚二三十万，后面每年随
随便便都五六十万。 ”

记者询问，如何将这些旧衣
回收箱放入小区？ 该知情人称，
放置旧衣回收箱其实有一些门
道，一般是通过给小区物业经理
“好处费”来放置箱子，而好处费
也有暗中标价，“看小区的住户
率， 住户率在 1000 户以下的，1
个箱子一年就是两三百块钱，住
户率在 1500 户以上的，1 个箱子
一年就是 500 块钱。 ”

该知情人表示， 他所知道
的，大部分打着“慈善”“公益”募
捐的旧衣回收箱背后，其实都是
倒卖旧衣的“私人贩子”，“利润
高，那些买了‘桶货’的分拣一下
利润更高，质量好的洗一洗就直
接拿去卖了，质量差一点的出口
到国外，破破烂烂的也能制成拖
把、填充什么的。 ”他表示，这个
行业最重要的是衣物来源没有
成本。

根据上述旧衣回收箱定制
商家提供的实拍图，记者以收购
旧衣的名义联系了多个旧衣回
收箱上的联系电话。

其中一个旧衣回收箱上印
着主办单位为“佛冈壹一环保旧
衣回收中心”等，接电话的回收
箱负责人称， 自己手头有 50 多
吨“桶货”可出售，并强调“我的
货比较靓喔，都是小区货”，售价
在 2000 元一吨。

而另一个箱体上印着民政
部备案号、打着一家基金会的旗
号的旧衣回收箱， 其背后也是
“旧衣贩子”。 在记者表示想批发
旧衣后，接听电话的人称，目前
手头所剩货物不多了，下一批可
以留一部分，“我们的货都是每
周直接走掉的，给人家 2000 块一
吨，你要的话也是这个价格。 ”

电话接听人告诉记者，自己
的箱子覆盖了江西南昌整个地
区， 很多箱子都是在市里的小
区，“货都是很新的。 ”他坦言，一
些在城乡接合部的箱子（旧衣）
质量会差一点，但最终货物都会
混合一起打包出售，整体质量可
以放心。

对于他如何办下的民政局

备案号、是合法申办还是套用，他
表示涉及商业机密，不能透露，但
直言“（办下来）很麻烦”。 在他的
旧衣回收箱上，为了使人信服，还
印上了“监督电话”的字样。

此外，还有印着“益纸助学
行动”“关爱山区，旧衣暖心”“环
保项目” 等字样的旧衣回收箱，
在记者联系后， 均表示出售旧
衣，其中大多数以“桶货”的方式
出售。

公益回收属公开募捐
无资质属违法

针对上述情况，3 月 11 日，
记者致电民政部， 工作人员介
绍，（以公益慈善名义开展的）旧
衣服回收、捐赠等，都属于公开
募捐，一些社会组织、企业或者
个人，在不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
情况下，以公益慈善为名开展旧
衣物等废旧物品捐赠回收活动，
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的行为。

记者看到， 早在 2019 年 4
月，民政部就曾在官网发布《关
于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开展公开募捐活
动的提示》，其中称，与有相关资
质的企业开展废旧物品回收利
用的性质不同，以公益慈善名义
开展旧衣物等废旧物品捐赠回
收，属于公开募捐活动。 根据慈
善法的规定，只有登记或者认定
为慈善组织且取得公开募捐资
格的社会组织，才能开展公开募
捐活动。 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开展公开募捐活动。
慈善法中还明确规定，开展

募捐活动，应当尊重和维护募捐
对象的合法权益，保障募捐对象
的知情权，不得通过虚构事实等
方式欺骗、诱导募捐对象实施捐
赠。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假借
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开
展募捐活动，骗取财产。

此外， 慈善法中还指出，具
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应
当定期向社会公开其募捐情况
和慈善项目实施情况。 公开募捐
周期超过六个月的，至少每三个
月公开一次募捐情况，公开募捐
活动结束后三个月内应当全面
公开募捐情况。

记者查询发现，不少地市都
曾开展旧衣物回收箱清理整顿
行动。 2019 年，烟台市民政局就
曾下发整顿旧衣物回收箱的通
知，其中明确，清理整顿违法在
居民小区设置旧衣物回收箱工
作是民政部门的法定职责。 对于
违规放置旧衣回收箱的有关组
织或者个人，可处二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罚款。

记者也致电了多地民政部
门， 均表示如果接到有关违规放
置旧衣回收箱的举报， 将会进行
调查、处理，但也有地方民政部门
表示， 由于旧衣回收箱量大且放
置较为分散，难以进行集中排查。

在记者调查中发现， 不少旧
衣回收箱的“旧衣贩子”位于江
苏宿迁。 对此。 宿迁市民政局的
工作人员表示，当地的旧衣回收
箱一般都是社工组织独立设定
的，其他的旧衣回收箱不管上面
印着什么内容，只要不具备公开
募捐资格就进行公开募捐，民政
局都会联合当地的城管、街道办
等去核查， 一经发现就进行取
缔，同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相关
处罚。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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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旧衣回收”生意经：

仿冒回收箱摆小区，有人称年赚数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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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定制旧衣回收箱商
家提供的实拍图

淘宝商家称可以帮忙套
用别人的备案号印在箱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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