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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伟

□ 本报见习记者 刘欣

　　近年来，我国邮政业实

现跨越式发展，寄递业务规

模稳居世界第一。但邮件快

件包装带来的资源消耗、环

境污染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

关注。3月12日，交通运输部

发布的《邮件快件包装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正式施行。

　　《管理办法》适用于国内

邮件快件包装物的使用、包

装操作和相应的监督管理工

作。多位专家在接受《法治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管理

办法》的出台对于建立健全

快递包装领域法律法规体

系、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

转型意义重大。

过度包装问题严重

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日常生活中，收到的快

递大部分用的塑料包装，感

觉存在许多问题。”来自山西

的孙女士是一名经常网购的

年轻人，她告诉《法治日报》

记者，一方面塑料袋包装其

实对快递的保护力不是很

强，有时候会明显看到外包

装上有破损；另一方面塑料

也会对环境造成一定污染。

　　“快递经常有过度包装

的现象。”孙女士说，“之前有

一次在网上买蛋糕，寄过来

时里里外外包了三四层，有

密封袋、气泡袋、冰袋、泡沫

纸箱，外面还套了一层塑料

快递袋。虽然这是为了保护

快递在运输途中不受损，但

却导致拆快递的时候很麻

烦，拆完后处理快递垃圾也

很麻烦。”

　　孙女士的抱怨并非个

例。北京的李先生告诉《法治

日报》记者，他觉得快递包装

中很多材料不够环保健康，

尤其是网购食品时，快递包

装的各种塑料、胶带发出的刺鼻气味让

人担忧。他建议，针对易碎品可以研发合

理的防碎措施，而不应单纯靠增加填充

物来防碎。

　　2020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等8部门

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快递绿色包装标

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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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呈快速增长趋

势，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态法

研究室主任刘洪岩教授介绍说，不可降

解的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编织袋、不

可降解塑料胶带大量使用，造成巨大社

会浪费和环境容量负担，快递包装中塑

料包装的污染问题依旧严峻。

　　北京印刷学院青岛研究院院长、第

一届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技术专家组

成员朱磊表示，虽然目前有许多企业都

有能力生产符合绿色标准的包装产品，

但一些绿色包装原材料成本比较高，大

规模使用会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导致

一些企业不愿主动使用，其使用率有待

进一步提高。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梅宏认

为，快递包装还存在回收率低的问题。一

方面是许多快递材料本身不可回收，且

消费者二次利用率低；另一方面是即使

包装物本身易回收利用，日常生活中包

装物回收设施设备却并不常见。

　　刘洪岩指出，包装标准体系不健全，

如包装物是否无害化没有强制性国家标

准、快递绿色包装国家标准不够完善；快

递包装产品规范化水平不高，如随意包

装、大箱小用，填充物安全标准不达标甚

至是有毒有害；以及电商快递二次包装

等，也是目前邮件快件包装存在的问题。

　　梅宏认为，诸多问题导致快递行业

存在恶性循环，环保包装材料的使用和

包装再回收工作的成本将大幅提高。

细化包装操作要求

强调绿色转型理念

　　快递包装存在的问题引起关注并非

新鲜事，必须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

型，而这离不开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据

了解，此前涉及到邮件快件包装方面的

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邮政管理法、《快递暂行条例》、《邮

政业寄递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

　　《管理办法》出台前，相关部门陆续

出台过一系列文件，如《快递业绿色包装

指南（试行）》《邮件快件绿色包装规范》

《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等。

　　刘洪岩说，《管理办法》出台前的相

关法律法规主要侧重对快递行业的运营

管理，对产品包装安全和环保要求关注

不足。此外，有关包装的各类绿色标准规

定散见于各个行业条例之中，但大多是

侧重对行业管理，很少涉及产品包装绿

色治理。

　　“相关部门出台的文件并非一部专

门法律法规，在快递绿色包

装方面并没有强制性的标

准，在实践中存在执行力不

足的问题。而《管理办法》的

内容相对较全面，并且它属

于行政规章，法律层级相对

较高。”朱磊说，《管理办法》

正式实施后，对一些处罚的

具体情形和标准更加明确。

　　在刘洪岩看来，《管理办

法》对于建立健全快递包装

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加快推

进和实施快递包装材料无害

化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建立

统一规范、约束有力的快递

绿色包装标准体系，以及电

商和快递规范管理体系具有

重大的助力作用。

　　翻开《管理办法》可以看

到，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邮

件快件绿色包装管理，保证

邮件快件包装质量，规范邮

件快件包装行为，保障用户

合法权益和寄递安全，节约

资源、保护环境……”对此，

刘洪岩认为，《管理办法》围

绕《意见》的原则精神，突出

强调绿色转型的理念，在立

法目的中明确上述相关规

定，确立了邮件快件包装行

业绿色转型的根本方向。

　　朱磊认为，《管理办法》

有三大亮点：一是细化了包

装操作要求，包括操作规范

制定、从业人员培训包装操

作方法、包装回收再利用等

内容；二是细化了监督管理

规定，包括邮政管理部门重

点检查内容、具体检查措施、

建立包装编码及溯源管理制

度，以及组织评估、信用管

理，举报处理等；三是在循环

包装领域加强了循环包装系

统的建设，扩大了循环包装

应用范围等。

相互配合协同治理

广泛凝聚社会共识

　　经过共同努力，绿色发

展已经成为行业共识，法规

标准体系逐步完善，共商共治格局基本形

成，快递包装治理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值

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

出，“推动快递包装绿色转型”。据悉，此前

该项工作今年已再次被列入邮政快递业

更贴近民生七件实事。

　　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副

主任侯延波在今年年初表示，国家邮政

局将全面贯彻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

型意见，继续完善与绿色发展理念相适

应的行业法规、标准和政策体系；大力实

施“2582”工程，开展重金属和特定物质

超标包装袋与过度包装专项治理，力争

年底可循环快递箱（盒）使用量达500万

个、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率达80%，新

增两万个设置标准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

的邮政快递网点。

　　为进一步落实落细《管理办法》，推

动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相关主体下一步

该如何发力？

　　“《管理办法》中提到各主体应当遵

循的标准大部分都已经制定并公布，且

较为成熟，但仍有一些需要不断完善。”

朱磊建议，细化已有的规定和制度，以便

推动进一步的落实。如，完善循环包装标

准、建设循环包装信息系统，细化快递包

装绿色产品认证制度和标准，加强农特

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包装智能化水平等。

　　“《管理办法》的落实不仅事关到包

装业、物流业、电商平台、商业组织和其

他相关产业未来发展方向，还涉及相关

管理部门的相互配合，协同治理。”刘洪

岩建议，相关产业必须以科技为导向，全

面提升相关行业的低碳循环化水平，严

格落实和遵守《管理办法》规定的各项主

体责任；相互协作、成果共享、相关融通，

做好各个行业的产业链连接，各个管理

部门政策衔接。

　　梅宏建议，邮政管理部门要加强监

督各相关主体对具体要求的落实情况，

对落实情况不理想的或拒绝落实的寄递

企业、网店等主体依法依规处罚等。

　　“落实《管理办法》还需要相关政策

引导、舆论宣传和市场机制的引入。”刘

洪岩建议，加强社会舆论的引导和监督，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充分发挥消费者、

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对相关违法行为

的监督作用；充分发挥政策引导、市场运

作的实施机制，做到“奖罚分明”，提高相

关行业和主体对《管理办法》的遵守和落

实的积极性。

　　梅宏建议，寄递企业要按照环保、节

约的原则选择包装材料，如在包装过程

中实现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处理，在

社区设置快递包装物回收点，定期派人

回收，实现包装材料循环利用等；社会公

众寄递邮件快件时主动要求减少非必要

包装使用量，接收快递后，拆包装注意保

留其完整性，避免包装损坏，方便回收再

利用。

　　“要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共商共治，

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快递包装社

会治理体系。”刘洪岩说。

□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王 阳

　　近日，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发布《2020医

美行业舆情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一年

来医美行业热点舆情回顾分析，并根据行业

舆情态势梳理出医美行业七大舆情“痛点”。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指出整容低龄化现象

日益凸显，微整形项目受到青少年追捧，多地

准大学生扎堆割双眼皮。

　　未成年人“整容热”与医美广告宣传、用

人单位的招聘标准、社会评价标准，以及未成

年人“通过外貌改善以获得事业发展”的畸形

成才观等密切相关。在外在因素的影响下，青

少年的审美价值观或被扭曲。

　　《法治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专业

从事整形美容业务的正规医美机构和部分三

甲医院在接待未成年人时十分谨慎，需监护

人到场并签署同意书才会进行手术，并且手

术项目不得影响未成年人今后身体发育；有

些医院即使监护人签字也不会为未成年人安

排手术。而一些不具备资质、违规执业的“黑

诊所”“黑医生”，在接待未成年人顾客时“尺

度”较宽，无需监护人同意即可手术，由此产

生的医疗事故、医疗纠纷不计其数，给未成年

人的身心健康均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

未成年人进行整容

背后风险不容忽视

　　“00后”网红小丽（化名）一直以来都把“真

人芭比”当作目标，在刚满13岁的时候已决心

走“整容人生”之路。她在微博上记录了近年来

的整容次数：眼睛光双眼皮就做了6次，眼角5

次鼻子4次，脂肪填充两次，全脸磨骨一次……

身上几乎每一个部位都动过手术。

　　小丽的经历引发网友热议，评论区大多

都是负面评价。对此，她认为：“为了整容，我

花费了上百万元；没整容的时候，我从来没得

到那么多的关注度，公开整容经历后反而涨

了很多粉丝，我觉得还挺好的。”

　　虽然如小丽一般整容成瘾的女孩并不

多，但有不少“00后”已经尝试过整形美容项

目。某互联网医美平台发布的《2019年中国医

美行业白皮书》显示，中国医美消费者中

15.48%是18岁至19岁的青少年。

　　拥有近20年医美行业经验的北京永成魅

力整形美容外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

整形医师分会会员陈志泉告诉《法治日报》记

者，未成年人整容要比过去普遍得多，其中打

玻尿酸和割双眼皮是热门项目，在初中升高

中、高中升大学的暑假，前来咨询和做手术的

学生是最多的。“现在很多社交平台充斥着众

多医美平台投放的宣传广告，过于强调整形

可能产生的效果，而对其中的风险只字不提，

未成年人易受其影响选择整容。”

　　北京知音医疗美容门诊部院长李卓告诉

《法治日报》记者，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社会

已成了颜值主导的社会，同样的能力和德行，

拥有高颜值的人机会更多，许多行业的招聘还

会要求形象好气质佳。再加上现在“80后”“90

后”的家长越来越多，他们中一部分人本身就

有过整容经历或者也深受颜值困惑，对自己孩

子选择整容能够理解，甚至有的还会鼓励自己

孩子整容，因此低龄整容者日益增多。

　　未成年人究竟能不能够整容？《医疗美容

服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执业医师对就医者

实施治疗前，必须向就医者本人或者亲属书

面告知治疗的适应症、禁忌症、医疗风险和注

意事项等，并取得就医者本人或监护人签字

同意。未经监护人同意，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医疗美容项目。

　　陈志泉说，在监护人同意后，正规医美机

构可以给未成年人进行整容手术，但仅是割双

眼皮等有限的几个项目。对隆鼻、抽脂、下颌角

磨骨等改变人体轮廓、骨型结构的手术，即使

监护人同意，医院也绝对不会给未成年人做。

这些手术会对正处于发育阶段的未成年人造

成不可逆转的影响，必须成年以后才可以做。

　　那么，未成年人整容是否合理？陈志泉认

为，并不是说整形就等于变美，整形其实是一

个大类，里面包含烧伤整形、颅颌面外科、疤

痕整形等多个科目。美容整形外科只是里面

的一个小分支，但需求量很大。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法务部主任、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美容医学教育与管理分会

副主任委员、北京至瑾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李岑岩介绍说，低龄化的整容很多并不是单

纯为了变美，而是为了改善某种较为明显的

缺陷。“比如几岁的孩子上眼睑下垂或者睑裂

狭窄，外观上看就是眼睛小，实际上这是一种

病；在一般人眼中看起来是整容的项目，在医

生的眼中实际上是功能性的改善。”

　　李卓说，“健康求美”是医美行业的最大

夙愿。对于具有先天或者后天特殊缺陷（唇

裂、疤痕等）的人来说，通过整形让其重拾自

信，当然是每个人所希望的；对于非必要的、

单纯为了追求美的项目，医生也会从保障身

体健康、正常发育的角度对求美者正确劝导，

给出最佳手术年龄建议。

　　李岑岩说，不建议单纯为了变美而整形。

“整容毕竟是手术，可能会有创伤和外部材料

植入。这些材料也是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的

进步而更新迭代的，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认为

很安全的材料，今后不一定安全。20多年前的

时候，有一种叫做奥美定的植入材料，植入到

面部会像现在的玻尿酸一样让人变年轻，在

当时也是经过相关部门批准的，但之后人们

发现这个材料不能最终被人体吸收，会成为

异物。一些整容手术都是根据孩子目前的骨

骼情况去做的，很大可能会对今后自身正常

发育带来影响。”

“黑医美”事故频发

缺乏监管维权困难

　　福建省某高中学生小路（化名）无意间在

网上看到某整形门诊的广告，向来对自身颜

值比较在意的他

一 直 有 整 容 的 意

向，只是家里人都不

同意。通过咨询小路得

知这家整形门诊不用监

护人到场就可以进行手术，而且还可

以提供“美容贷”，网上宣传的效果也十分吸

引人。最终，他瞒着父母偷偷来到这家门诊，

贷款一万多元，进行了假体隆鼻和耳软骨垫

鼻尖手术。

　　然而，手术结束不久，小路就觉得鼻子发

胀，并开始发炎红肿，耳朵也因耳软骨被取出

而塌陷变形，再去这家整形门诊的时候，已经

人去楼空。无奈之下，小路只得去当地一家三

甲医院取出了假体。“花了那么多钱，不仅没

有变漂亮，耳朵还留下两个疤，背了一身债。”

小路说。

　　艾瑞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医疗美容

行业洞察白皮书》显示，中国医疗美容行业

事故高发于“黑医美”机构，平均每年“黑医

美”致伤致残人数大约10万人，且多数消费

者投诉、报案无门，维权难上加难；此前由中

国整形美容协会与中国数据研究中心联合

发布《中国医美“地下黑针”白皮书》，称中国

合规的医美行业执业者大约有17000名，但

非法执业者数量超过15万名，几乎是合规医

师的9倍。

　　《报告》显示，“黑医美”主要体现在“黑诊

所”“黑医生”“黑产品”“黑App”四个方面，具体

来看表现为资质不足，违规执业的医美机构；

真假医师难辨，非法行医问题屡禁不止；药械

真假难辨，山寨产品对消费者造成伤害；刷单

造假、资质不足的医美机构入驻医美App。

　　陈志泉说，很多店打着“美发店”“美甲

店”“SPA沙龙”的幌子，实则违法从事医美活

动，都是没有取得相关资质的非法机构，里面

的人员也没有相关经验和资质。

　　据了解，还有许多消费者在医美机构被

诱骗以贷款方式进行整形，如西安一家传媒

公司以免费将普通人打造为主播艺人名义，

诱导多名签约主播贷款整形。“整容贷”背后

存在一条灰色产业链，医美机构、贷款机构等

主体参与其中，牟取利益。

　　李卓说，未成年人社会经验少，安全意识

较弱，“黑医生”会在不提及风险的情况下进

行游说诱导，加上“黑医美”的价格要比正规

医美机构便宜很多，未成年人很容易隐瞒父

母选择偷偷做整容手术。但在“黑诊所”处进

行整容手术安全隐患极大，即使是看似简单

的“玻尿酸注射”，如果是由非法执业者操作，

一方面其没有相关资质，另一方面所用产品

大多是假货和水货针剂，由此引发栓塞导致

皮肤坏死、眼睛失明的情况屡见不鲜。

　　李岑岩提醒，如果是有必要进行整容的

话，家长和未成年人一定要选择有国家卫生健

康委颁发的医疗执业许可证的正规医美机构，

或者规模较大的三甲医院，并且一定要由具有

相关资质、经验丰富的正规执业医师来做。

加强医美市场整治

引导形成正确认识

　　未成年人整容往往隐患极大，已逐渐形

成一种社会风气，而且与“黑医美”密切相关，

对此应该如何规范？陈志泉认为，对于正规医

美机构而言，要提高整形美容外科医生准入

门槛，必须规范化培训，取得相应资质后才能

够上岗执业；对于非法医美机构而言，应该加

强监管，加大打击力度，增加违法成本。

　　据了解，近年来多部委先后发布《关于进

一步加强医疗美容综合监管执法工作的通

知》《关于印发2020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

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家卫

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市场监管总局等相

关部门也定期或不定期对医美机构进行专项

检查，严打医美机构违法违规行为。

　　《报告》认为，面对监管日趋严格完善的

形势，依法依规经营成为医美机构立足之根

本。医美机构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将医

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放在首位，按照相关制度

标准，规范医疗美容服务行为；在具有生产经

营资质的企业购买药品、医疗器械，落实进货

查验制度，严格毒性药品和麻醉药品使用等。

　　针对整容广告争议不断的现状，《报告》

提出，医美机构要依据广告法、《医疗广告管

理办法》等规定依法依规开展宣传工作；要以

嵌有正确价值观念的医美广告引导公众客观

看待整容一事，避免出现整容低龄化导向的

广告，谨防广告引发舆论掀起审美观之争议。

　　李岑岩认为，家长也应注重对孩子的引

导。“家长首先不能把变美的意愿加在孩子身

上，甚至鼓励未成年人去做整容。另一方面还

要关注到孩子本身的诉求，多培养孩子自我

接纳的能力和健康的心理素质。”李岑岩说。

　　目前，我国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对其许多

行为都划定了明确的界限，比如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

营业场所、任何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

烟酒等。一些国家对未成年人整容规定也十分

严格，比如明令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整容，进

行整容手术需家长陪同等，从同意到进行手术

需要一定时间的思考期等，而我国现行法律法

规对未成年人整容并无特殊规定。

　　李岑岩认为，除加强行业监管外，对未成

年人整容也应纳入法治化轨道。比如对未成

年人允许整容的情形作出明确规定，除此之

外禁止整容；对违反规定的监护人、违规经营

的医美机构、冒医美之名违法经营的机构或

个人也应依照法律法规严处，从而让未成年

人能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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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容低龄化现象日益凸显 “黑诊所”“黑医生”借机敛财

他们为何要扎堆去割双眼皮
  ● 整容低龄化现象日益凸显，微整形项目受到青少年追捧，多地准大学生

扎堆割双眼皮

  ● 未成年人“整容热”与医美广告宣传、用人单位的招聘标准、社会评价标

准，以及未成年人“通过外貌改善以获得事业发展”的畸形成才观等密切相关

  ● 一些不具备资质、违规执业的“黑诊所”“黑医生”，在接待未成年人顾客

时“尺度”较宽，无需监护人同意即可手术，由此产生的医疗事故、医疗纠纷不计

其数，给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均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

　　▲ 3月23日，在第26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安

徽省宿松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会同县教育局深入公路沿线中小学校

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图为民警向小学生赠送交通安全小黄帽。

本报记者 王建军 本报通讯员 李政平 摄  

　　▲ 连日来，新疆昌吉市消防救援大队宣传员深

入农村果蔬、花卉大棚，向农户讲解消防知识。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何煦 摄  

　　 近日，海南省海口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开展无预

案地震救援实战拉动演练。此次演练着眼实战，共设置生

命迹象搜索、牵引支撑救援等十余个实训科目。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本报通讯员 孙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