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长春、苏州、东莞、秦皇岛、九江、湘潭、泸州不在 2020 年度
调查城市范围内）

“

线上消费带来新难题

调查显示， 居民主动节约减
量与再利用的意识仍在提高，生
活垃圾源头减量与再利用的行为
也更加普遍， 但与线上消费有关
的垃圾减量行为不增反降。 在所
有的品类里， 外卖和快递衍生的
垃圾增量增速是最快的， 而对这
些垃圾的回收恰恰又是最难的。

点外卖已经成为很多人生
活中的“标配”。 方便快捷、选择
丰富、优惠多多，快速发展的数
字经济挽救了失去“做饭自由”
的人们。 再加上疫情影响的催化
作用，中国外卖市场的规模呈现
逐年飞涨。 根据 CNNIC 发布的

《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6 月，
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 4.69
亿，占网民整体的 46.4%。

本次对点外卖场景的调查
显示，超过半数的人一周要点上
很多次外卖；53.5%的人选择会在
家点外卖，比选择会在工作单位
点外卖的比例还高 4.5%；除了早
午晚餐，奶茶、咖啡、水果、甜品
蛋糕和其他零食都经常通过外
卖购买。 回家，并不就意味着做
饭；不愿做饭，也不是点外卖的
唯一理由；外卖，俨然成为现代
人的一种生活习惯。

随着外卖市场规模的急速
扩张，外卖产生的垃圾也与日俱
增。 外卖包装越精致，产生的垃

圾就越多。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循
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研究显示，
外卖包装中非降解塑料仍占大
比重。 带有油污的外卖餐盒在回
收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大量的
外卖垃圾产生了严重的堆积之
痛。 据央视网测算，全国仅一天
的外卖餐盒堆积起来，就可以达
到 330 多个珠峰那么高。

外卖解决了“食”的需求，快
递则可以解决“衣食住行”方方
面面的需求，《第 48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络购物
用户规模达 8.12 亿， 较 2020 年
12 月增长 2965 万， 占网民整体
的 80.3%。

在快递数量飞速增长的背
后，快递包装垃圾也给环境带来
了沉重的负担。 纸盒、塑料填充
物和胶带均为快递垃圾。 据快递
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快递 100”统
计，快递包装垃圾增量已占特大
城市生活垃圾增量 93%，部分大
型城市在 85%至 90%。据估算，我
国快递业每年消耗的纸类废弃
物超过 900 万吨、塑料废弃物约
180 万吨， 胶带可以缠绕地球上
千圈。 如果按业内每个快递包装
0.2 公斤的标准计算，2020 年我
国全年的快递共产生了 1600 多
万吨的“天量”固态垃圾，相当于
约 1.5 亿个成年人的体重。

外卖和快递深深嵌入居民
生活，随之带来巨大的垃圾产量，
但居民对这两类垃圾的分类认知
率却较低， 尤以外卖垃圾最为明
显。 如果说快递包装垃圾仅在回
收、 降解和焚烧间寻求解决之道，
外卖餐盒则与厨余垃圾密不可
分， 尤其伴随着塑料餐盒的增量
巨大， 分类错误的影响就显得格
外明显。 调查显示，95%的居民都
能正确分辨出没吃完的饭菜是厨
余垃圾， 但对于没洗净的外卖餐
盒， 只有不到一半居民能分辨出
它属于其他垃圾， 对于洗净的外
卖餐盒， 也只有 68%的居民能够
正确认识到它属于可回收垃圾。

外卖餐盒垃圾的处理应该
从以往的“硬着陆”过度到“软着
陆”， 特别是借助数字方式来解
决。 调查显示，27%的居民认为政
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在多方主
体中排名第一。 政府承担主要责
任看似简单直接， 通过加税、加

费、“一刀切”的方式出台行政命
令来解决问题， 实际上是一种

“硬着陆”， 势必会带来外卖、快
递价格的上涨，甚至会使整个线
上行业进入衰退，因此这种方式
并不可取。

分类意识与行动割裂

调查显示，有分类习惯的居
民比例逐年增加。 从 2018 年至
今年，参与研究的各个城市居民
分类习惯进步明显，2021 年，上
海、北京、厦门、天津四地居民分
类的比例达到或接近 100%。

从分类正确率上来看，居民
垃圾分类知识的积累与行为的
实践都有了较大进步，城市垃圾
分类宣传管理工作成效明显。 本
年度数据结果显示，所有受访居
民对 20 类垃圾分类的平均分类
行为正确率为 68.54%， 相比于
2020 年（52.3%）、2019 年（33.7%）
有显著提升。

简单将居民的分类习惯分
为四类：严格按要求分类、基本
按要求分类、偶尔分类、从来不
分类。 结果显示，总体上七成居
民表示自己能够做到严格或基
本按要求分类。 同时，由于各城
市推进垃圾分类进展不同， 居民
的分类习惯也表现出了较大的城
市间差异。 上海、北京、厦门的居
民进行分类的比例高， 居民中表
示能够做到或基本按要求分类的
比重超过 95%， 表示在生活中会
进行垃圾分类的比例都接近或达
到 100%；长春、西安、成都较低，
居民中表示能够做到或基本按
要求分类的比重仅在 50%左右。

居民表现出了较强的垃圾
分类责任意识， 但其主动性不
强， 对外界力量的依赖性明显。
从对有关垃圾分类各类说法的
认同度上来看，80.7%的居民认同
垃圾减量、分类、再利用是居民
的法定责任和义务。 但值得注意
的是，85.3%的居民认为垃圾分类
需要社区居委会、居民和社区物
业共同发力，80.9%的居民认为解
决城市垃圾分类问题更应该依
靠技术的发展。 同时，依旧有一
部分居民的分类主动意识不强。
42.6%的居民表示在法律没有强
制规定惩罚不分类处理垃圾的
情况下，对垃圾分类无所谓；45%

的居民表示就算法律规定要分
类投放处理垃圾，也没办法监督
控制个人行为。

垃圾分类仍是全民工程

基于居民生活废弃物管理
心理行为调查的结果，报告提出
了一系列建议。

分类习惯与行为正确率具
有一致性，从不分类的居民与具
有其他分类习惯的居民在分类
正确率上的差距明显缩小，垃圾
分类进一步推进面临分类意识
与实际行动的割裂。 既有宣传方
法对居民的可触达性在减弱，以
社区为圆心的宣传方式已触及
天花板。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分
类行为相对越好；收入越高的居
民分类行为相对较好；其他人群
分类间的差异没有明显特点，垃
圾分类依旧是一项全民工程。

建议在居民垃圾分类意识
培养的基础上更需加强对具体
分类方法的宣传指导。 更重要的
是，遵循社会关系的变动，跳出
生活场景， 进行与工作场景、社
交场景联动的宣传。

“懒牛心理”与“群羊心理”
的影响下降明显，但“鸵鸟心理”
影响依旧占主导因素。

建议各环节明确自身责任，
同时尽快推进以居民为主、社区
物业为辅的垃圾分类工作，取消
社区物业二次分拣，强化居民的
垃圾分类主体行为。

外卖和快递已成为现代人
的两大新兴刚需，产生“社恐族”

“阿宅族”“社畜族”“树懒族”和
“野人族”等典型群体。 外卖餐盒
垃圾与外卖包装垃圾与日俱增，
对环境的影响逐步扩大。

建议采用软着陆的方式，建
立更加完整的回收链条，形成政
策上闭环， 同时也对外卖平台、
外卖员和消费者多方形成监督
机制；从源头减量，在保证食品
安全的前提下，推广“共享厨房”

“共享厨娘”等，从而减少外卖餐
盒的产生；加强知识传播，例如
在外卖餐盒上增加一些标识，以
提示大家外卖餐盒在清洗后是
可以作为回收物的。 数字解决之
道，亦可应用在所有废旧物品的
回收利用方面。

近日，《2021 年城市社区居民生活废弃物管理信
心指数与意识行为研究报告》 对外发布。 《报

告》显示，城市社区生活废弃物管理持续取得向好发展。
在意识层面， 个人减量和废弃物管理信心度稳步上升；
在行为层面，垃圾分类效果进步明显。 但与此同时，随着
居民生活方式的不断更新、 集约化政策的深入推进，目
前国内城市社区生活废弃物管理中存在的薄弱与待改
进的环节也有所显现。

《报告 》聚焦城市社区居民生活垃圾减量分类行为
意识和垃圾分类减量信心指数 ， 是万科公益基金会和
‘零点有数’ 在城市社区生活废弃物管理领域第四年度
的合作。 项目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北京、上海、天津、重
庆 、广州 、深圳 、长春 、苏州 、武汉 、郑州 、西安 、成都 、厦
门、许昌 、徐州、秦皇岛 、九江 、东莞 、湘潭 、泸州 20 个城
市的数据。

在延续 2018 至 2020 年研究内容的同时，更加着眼
于微观，一方面通过描摹居民近年来养成的生活习惯和
产生的社会心理 ，为典型群体画像 ，进而制定 ‘一群一
策 ’的精细化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通过梳理 ‘一城一策 ’
的公共管理成效 ，了解社会反响 ，进而研提精细化政策
建议。 通过以上两点，希望促成行为上的实质性转变，打
通城市社区废弃物管理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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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城市社区居民生活废弃物管理信心指数与意识行为研究报告》发布

外卖、快递等线上消费垃圾减量成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