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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外卖发布“青山合作伙伴计划”
� � 外卖行业的环境影响是贯
穿全过程的， 包括产品生产、运
输、 使用和废弃等各个环节，环
保责任应该由全产业链各个主
体共同承担。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温宗国建议生产制造商，通
过加强技术研发， 寻求更环保、
成本低的餐品包装新材质；外卖
平台通过宣导，激励商家和消费
者选择绿色消费、 参与餐具回
收； 消费者要提高环保意识，支
持环保材质餐盒餐具；后端处理
厂需要创新回收模式，推动废弃
餐盒的回收再利用。

为此，8 月 30 日，美团外卖
推出青山合作伙伴计划， 携手
各界合作伙伴， 从废弃源头减
量、 垃圾回收处理和环保公益
推动三个层面探索外卖行业的
可持续发展之道， 并提出到
2020 年，希望携手 100 家以上外
卖包装合作伙伴， 寻求新的包
装解决方案， 尽可能地减少塑
料外卖餐盒的废弃； 联合 100

家以上循环经济合作伙伴，开
展 100 家以上垃圾回收与循环
利用试点， 探寻行业可持续发
展之路；汇聚超过 10 万家青山
公益商家， 通过青山基金和美
团公益平台支持社会公益组
织，发展环保公益。

据悉，“青山计划”是外卖行
业首个关注环境保护的行动计
划。

摩拜单车与循环再生

摩拜单车作为美团业务生
态体系中的一部分，其自身的环
保探索与美团外卖不断推动的
外卖环保理念与实践高度统一。
摩拜单车可持续发展高级专家
秦浩在发布会现场展示了摩拜
单车涵盖设计、 采购、 制造、投
放、运营、回收各个阶段的全生
命周期管理过程，凸显了共享单
车有效实现循环利用，节能环保
的不懈探索。 此次将外卖餐盒回

收 PP 料经改性后制造摩拜单车
挡泥板，是美团业务生态体系中
循环再生的一个实践范本。

推动外卖行业环保化进程

2017 年，青山计划分别从环
保理念倡导、 环保路径研究、科
学闭环探索、环保公益推动四个
方面推动外卖行业环保化进程。
取得优异成果的同时也深刻认
识到，外卖行业环保问题涉及全
产业链、多主体，要想根本解决，
需要联合专家学者、 社会机构、
商家、上下游企业等多方伙伴力
量共同努力。

未来， 在环保理念倡导方
面，美团外卖通过设立美团外卖
环保日， 即每个月的最后一天，
借势重要节点等方式向消费者
进行环保宣传。 同时进行 app 下
单引导，公交、地铁广告投放等
方式，倡导公众进行环保行动。

环保路径研究方面， 与清

华大学进行合作研究《美团外
卖环境影响评估与行业绿色发
展建议》，试图通过对外卖环保
工作的定量研究及定性分析产
出客观科学的工作标准及路
径， 制定行动纲领和重点问题
的解决方案。

科学闭环探索方面，美团外
卖从外卖垃圾全生命周期的各
个环节进行干预， 在源头减量、
包装升级、回收分类与循环利用
等多个环节不断开发新型解决

方案，并尝试与政府、NGO、包装
企业、商家、学校、科研机构等全
产业链内各个相关方共同协作
推进科学闭环的构建。

环保公益推动方面，美团外
卖建立餐饮外卖行业首个环保
公益专项基金， 并先期投入 300
万元。 同时积极发挥平台优势，
上线青山公益商家，发起青山公
益行动， 助力环保公益。 截至
2018 年 6 月已有 1 万多商家加
入了青山公益行动。 （于俊如）

党的十九大把脱贫攻坚作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
攻坚战之一，同时将乡村振兴战
略确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乡
村振兴的实施会推动脱贫攻坚
工作，能够高质量地打赢脱贫攻
坚战；脱贫攻坚的胜利也为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
乡村的发展。 在对口十堰市房县
五台乡帮扶工作中，东风公司将
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进行
了有机衔接，因地制宜，科学把
握地域特点，保证了脱贫工作健
康有序推进。

深化推进产业振兴， 培植乡
村经济发展新引擎。 产业振兴是
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重点，同
时也是脱贫攻坚的根本关键点。
乡村振兴一定要有产业支撑。 产
业兴旺， 乡村就兴旺， 区域就兴
旺，经济就兴旺。在金牛寺村脱贫
工作中， 紧紧围绕发展绿色生态
养殖业， 以产业发展构建乡村振

兴的基础，从而通过产业兴旺，切
实地帮助当地农户实现增收致
富，推动了乡村整体生活富裕。

经过深入调察研究，金牛寺
村建立了黑山羊产业扶贫示范
基地，探索形成了“支部+公司+
基地+村+农户” 的经营模式，通
过成立山羊养殖合作社管理农
户，与养殖公司合作，提供羊栏
建设技术、 饲养技术和管理技
术，提高农户的养殖水平。 在这
种思路引导下， 村民还发展了
“跑跑鸡”等项目，并利用产品的
绿色原生态等优势，一方面进入
东风万得福超市销售，一方面通
过电商平台同步销售，畅通的销
售渠道，保障了扶贫工作的实效
性和长效性。 现在，一个以五台
乡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发
展土鸡和黑山羊的良好态势已
经形成，为推动乡村经济建设展
现出强大的发展后劲。

着重规划生态振兴，形成美
丽乡村建设原动力。 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事

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广大
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村社会文
明和谐。 五台乡为国家诗经源森
林公园，是著名天然氧吧、长寿
之乡，旅游资源丰富，只是一直
没有得到开发。 东风公司经过认
真调研，决定利用当地丰富的自
然资源，规划打造出“生态五台、
魅力五台、和谐五台、幸福五台”
的美好发展蓝图。

首先，与媒体和旅游企业进
行合作，对五台乡旅游资源进行
宣传推介，并策划以采茶为主题
的休闲旅游活动，帮助村民建设
发展农家乐，以解决游客的吃住
等问题。 其次，通过筹资的方式，
在金牛寺村主干道两侧规划种
植车厘子、石榴树，在两旁村民
院子全部种上枣树、 樱桃树，打
造瓜果飘香的特色旅游走道；此
外，还对金牛寺村委会前的河道
进行清淤改造， 重现其河水潺
潺、鱼戏清水的美丽景象。 未来
三至五年后，五台乡将会变成一
座大型生态园，生态旅游资源将

会成为村民新的经济增长点。 至
此，房县五台乡从培育生态环境
优势， 到打造生态经济优势，最
终实现“生态民生”的持续改善，
从而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动力。

全面实施文化振兴， 以文化
浸润乡村发展之魂。 乡村文化振
兴是乡村振兴铸魂工程， 是乡村
全面建设发展的重要支撑。 一方
面， 打造文明的乡风乡俗是推动
乡村文化振兴的保障， 金牛寺村
组织村民们开展金牛寺村小河流
治理工程，禁止农户在河中电鱼，
增加了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让
生态环境更美丽， 也让游客多了
休闲去处； 还开展绿化、 亮化工
程，绿化村委会，完善体育设施，
建设村历史设施， 亮化桥沟产业
路，打造美丽乡村亮点，成为旅游
吸引点；另一方面，金牛寺村大力
推动文教扶贫，通过实施“一个孩
子就业一个家庭脱贫”工程，开办
“房县精准扶贫学生” 职教专班，
组织房县 13 个乡镇 78 名学生进

入东风职业技术学校参加职业技
能学习， 并对建档立卡贫困生每
学期发放不低于 2000 元助学金。
所有房县学生学成毕业后， 将优
先推荐到东风公司所属企业上
班， 获得稳定并具有一定竞争力
的薪酬，从而真正实现一人就业、
全家脱贫。

此外， 东风公司还十分注重
人文关怀，搭建便民桥，解决农户
安全出行问题；送医下乡，为百姓
健康保驾护航； 对饮用水进行检
查处理， 解决百姓饮水问题后顾
之忧；为困难户捐赠衣被、送油送
粮，将温暖和爱心送到百姓心头。

如今的五台乡， 环境优美，
产业兴旺，农户生活富裕，乡邻
和睦，生活有盼头，未来有奔头。
五台乡的脱贫攻坚工作，将乡村
振兴战略的思想和原则融入到
精准脱贫攻坚工作中，让这个美
丽的乡村正逐步展现出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美好发展前景。

（于俊如）

找好结合点 助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由外卖餐盒循环再生后制作的摩拜单车挡泥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