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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宁广靖 郝一萍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件衣服不仅自己要
穿很多年，甚至还要留给家里人。如今，随
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每年都
少不了要置办几身行头，而那些常年“躺”
在箱底的旧衣服成了家里的负担。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常务副会长赵凯表

示，2020年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率约20%，
废旧纺织品再生纤维产量约150万吨，废旧
纺织品循环利用能力和水平仍有较大的提
升空间。为此，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商务
部、工信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废旧纺

织品循环利用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
年，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率达到25%，废旧
纺织品再生纤维产量达到 200 万吨；到
2030年，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率达到30%，
废旧纺织品再生纤维产量达到300万吨。
旧衣回收市场规模巨大，吸引了众多

企业前来“淘金”。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
我国现存“服装回收”相关企业共7.5万家，
近年来服装回收相关企业年注册量呈稳定
增长趋势，2020年新注册近1万家，同比增
长24.38%；2021年共新注册近2万家，同比
增长94.46%。截至目前，2022年新注册相

关企业近1.5万家。
中国旧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常大磊对

记者表示，旧衣回收企业的货源主要来自
于城市居民，它们通过无偿或低价来收集
旧衣，然后再通过捐赠、出口、二手商品流
通、资源再利用等方式消化。而在回收的
衣物中可以作为在国内二手市场上销售的
数量约占回收总量的35%，经济价值约150
亿元至180亿元。
“目前，旧衣物销售仍然没有形成规

模化的市场，主要是以小门店、地摊或线
上的形式出现。”据常大磊介绍，我国旧衣

物流通市场环境与国外相比有所不同。
在国外，旧衣物市场发展成熟，旧衣物消
费已经是一种成熟理性的消费方式，交易
额在社会消费品总额中也有一定比重。
而目前我国旧衣物流通还没有完全得到
重视。
据有关研究机构测算，每利用1千克废

旧纺织品，可降低3.6千克二氧化碳排放
量，节约6000升水，减少使用0.3千克化肥
和0.2千克农药。“对旧衣服最好的利用方
式其实就是二手流通。”常大磊表示，当前，
旧衣流通的主要困难在于居民消费意识和
消费理念，人们对二手衣服不是很认可。
这就需要相关部门鼓励、支持旧衣物的流
通，明确各方责任，规范旧衣物流通秩序，
建立追溯或标识制度，加强行业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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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成色好、品牌响的衣服，在非洲也不一定好卖。“非洲
客户的骨架较大，咱这边大码的衣服在那边更受欢迎。一些
小码的旧衣，即使成色好也少有人买。”据一位贸易人士介绍，
按照他多年的工作经验，牛仔裤是一个不太好卖的品类。“咱
们的旧牛仔裤对他们来说普遍偏小，而且牛仔裤不像运动裤
有弹性，所以我这边的客户对牛仔裤的接受度不高。”他说。
那这些旧牛仔裤的价值在哪里呢？答案是拉链和纽扣。

据了解，很多牛仔裤的拉链和扣子是铜制的，虽然裤子卖不出
去，但拉链和纽扣值钱。所以很多分拣站会把牛仔裤的拉链
和纽扣拆解下来集中销售。一位从事旧衣回收的业内人士直
言：“每收集一吨拉链就相当于收集了一吨铜，现在一吨废旧
黄铜价值好几万元了。”
不只是牛仔裤，一些不受出口市场关注的冬装也常被拆

解处理。比如棉服里面的棉花、羽绒服里面的羽绒，都会被拆
解后进行再加工，以新的产品形态回到生活中。前述业内人
士对记者表示：“非洲客户中很少有人需要羽绒服。不管二手
羽绒服成色多好、品牌多响，都很难卖出去。所以这些羽绒服
大多都拆解出两种有用的材料，一个是外皮，可以做成工业用
的布料之类的；还有一个就是里面的羽绒，这些羽绒经过再加
工处理可以作为衣服和沙发靠背垫的填充物。”
此外，在出口的旧衣中，浅色衣服就像冬装一样，是“不受

欢迎”的存在。业内人士表示，颜色浅的衣服在运输过程中容
易脏，一般这种旧衣会做成抹布、劳保手套等，但利润明显低
于直接出口。

冬装新衣服的价格一般要比夏装贵一些。但在旧衣
回收市场，夏装却比冬装更受欢迎，价格也更高。一位在
天津专门做旧衣回收生意的商家告诉记者，其公司从居民
手中回收夏装的价格是每斤 0.5 元，冬装每斤 0.2 元。破
的、脏的、起球的、10年以上的老款、老年装、保暖内衣都不
收，5楼以上、无电梯的一概每斤0.2元，要凑够50斤，师傅
才会上门收。
在一些短视频平台，有不少从事旧衣回收的商家打出

广告招揽生意。记者采访了多位商家发现，各家报价一般
在每斤0.3元至0.5元之间，但相同点是，夏装的回收价格普
遍比冬装高。
一位商家告诉记者，他们往下游卖，一般情况下，每吨夏

装能卖5000多元。行情好的时候，夏装每吨能卖6000多元，
冬装每吨能够卖到1000元。行情不好的时候，冬装连每吨
500元都卖不上。“买件新的呢子大衣得花好几百元甚至上千
元，但在旧衣市场，可能还不如一件T恤值钱。”他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冬夏旧衣回收价格的差异取决于

回收旧衣的去向。
非洲的一些国家是全球旧衣服的进口大国。由于非洲本

地纺织产业不够发达，经济消费能力又相对较低，很多国家都
会选择进口旧衣服。而我国出口非洲的旧衣服无论是质量还
是品相都较好，因此受到非洲一些国家的欢迎，肯尼亚、加纳、
卢旺达等国家都是进口“大户”。
非洲天气炎热，冬装用处不大，这也导致了夏冬装之间的

价格差异巨大。上述商家表示，非洲国家气温较高，T恤、薄
裤子、过膝长裙都很好卖，而冬装几乎没人买。所以追溯到回
收端，夏装比冬装的回收价格更高，也更受欢迎。

菲菲是一个爱买衣服的时尚女孩。不过最近，她却对自
家旧衣服发愁了。由于工作原因，这几天她正准备搬家。原
本住的房子已经出租，她需要在8月份之前搬出去。新的住
处比较小，放不下那些足足装满了两个衣柜的衣服。于是，她
决定把一些不常穿的衣服处理了。
菲菲想起了楼下那个可以回收T恤、外套、裤子等各种旧

衣服的智能回收箱。按照回收要求，衣服要确保干净、无破损
并且打包好，防止二次污染。若不按规范投递，这些衣服将被
视为不可回收物。也就是说，如果往箱子中投入了没有打包
好或者不符合要求的衣服，整单都会没有费用。
她从衣柜中整理出来4包旧衣服，按照智能回收箱的操

作流程，扫码、注册、投递、结算，最终获得了15.83元。“很多独
居女性可能都不太喜欢陌生人上门来回收旧衣服。这种智能
回收箱挺方便的，不少社区都有，自助操作也省去了很多沟通
成本。我周围很多年轻的同事、朋友都常常使用这样的智能
回收箱。”在她看来，虽然几件旧衣服卖不了多少钱，但也比直
接扔了好，不仅能换点钱，最重要的是环保。
据菲菲介绍，有很多企业都推出了类似的智能回收箱，只

不过回收价格各不相同。“价格低的每斤0.04元，高的每斤0.6
元。变现规则也不同，有些智能回收箱给的‘环保币’是不能
提现的，只能在积分商城里换购商品；有些给的是钱，需要累
计到一定金额才能提现，而且每天提现的额度也是有限制
的。”她说。
对于旧衣回收箱的态度，同样有旧衣处理需求的惠姨就

不那么积极了。“之前，小区里突然多出来两个绿色的旧衣回
收箱。我就把穿不上的衣服扔了进去。”令惠姨没想到的是，
几天后，她在下楼倒垃圾的时候，看到原本上锁的回收箱门被
撬开了，自己投进去的衣服脏兮兮地被摊了一地。
原本惠姨还觉得可能只是她所在小区的旧衣回收箱管理

混乱，但往深处一想，她开始质疑被肆意摊放的旧衣服最后去
哪了？关于回收箱里的旧衣流向，她问过长期在小区收废品
的个体户，对方说，他们把部分衣服拉走卖掉了。
正因如此，惠姨不再向旧衣回收箱投放衣服。她在短视

频平台联系过回收旧衣的商家，对方表示要凑够几十斤才能
上门取货。“凑不够起收的量，存着还占地方。现在有穿不着
的旧衣服就直接扔了，可扔可不扔的衣服就先放在家里。”惠
姨告诉记者，她现在也很少再添置新衣服了。

回收、分拣、循环利用或出口……一道道严丝合缝的环节实现了旧衣的价值最大化，而伴
随居民们一次次“断舍离”，众多市场参与者也找到了致富的“金钥匙”。

上游动力不足 下游获利不菲

旧衣里的“生意经”

“收旧衣服吗？”街边收废品的个
体户们一听到旧衣就连连摆手，嫌弃
的表情溢于言表：“旧衣服不挣钱
咧。”这似乎是个冷门的生意。但现
在，大多数小区都放置了旧衣回收
箱，有的小区甚至还不止一个商家在
抢占旧衣资源，这似乎又是一个“有
赚头”的买卖。
虽然废品回收个体户们不愿触碰

旧衣回收这一领域，但并不妨碍它正
在形成一个广阔市场。回收各环节的
获利程度不同，旧衣废纺在实现价值
最大化的同时，一个个“闷声发大财”
的故事不断被讲述着。

部分线下回收意愿低

线上模式提升回收率

“留着占地，扔了可惜”是不少居
民目前对废旧衣物的看法。“前一阵搬
家，我收拾出来将近30斤穿不上的旧
衣服。”家住河西区的赵女士在小区附
近找了几个废品回收站打听旧衣服的
价格，没想到却接连吃了“闭门羹”。
“废品回收站觉得收衣服不仅麻烦而
且占地方，费了半天劲，也没有纸箱和
瓶子挣钱。”赵女士说。
记者走访了几个小区的个体废品

回收站，经营者们大多表示不愿意收
旧衣。在河东区凤麟里小区做废品回
收生意的王师傅直言：“以前收过，5
分钱一斤，不赚钱还占地方，现在不
做了。”经常在大直沽津塘公寓小区
收废品的个体户老张更是直言：“白
给也不要。”
为何小区里做废品回收的个体户

们不愿意收旧衣？一位从事废品回收
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废品回收站
会将收来的废品卖给打包站，而一般
的打包站都不收旧衣，只有专门做旧
衣生意的分拣站才收。“旧衣是比较特
殊的品类，它的品类和等级分得很细，
旧衣质量和类别直接与价格挂钩。回
收旧衣的从业者首先要经过3天的培
训，学会判定这衣服到底要还是不要，
比如太旧的或有污渍的衣服就不要
了。这种事情说着简单，实际做起来
很麻烦。”该负责人说。
正因如此，以旧衣为代表的废旧

纺织品的传统回收模式回收率很低。
有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数值甚至不超
过20%。但旧衣回收市场的需求是巨
大的。在传统回收模式难以适应旧衣
物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线上回收模

式逐渐兴起。
目前网上有不少旧衣回收的小

程序或App。在此类应用上，用户只
需选择回收类别、地址、预估回收物
品重量，就可以预约上门回收的时
间。回收平台还会给予相应的商品、
积分等。
记者注意到，不少小区都设置了

旧衣回收箱。有的是没有积分或商品
奖励的传统旧衣回收箱，有的则是智
能回收箱。一位旧衣回收箱管理者表
示，他的公司在天津有30多个回收点
位，有的点位一天就可以回收上百斤
旧衣。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智能回收箱

被视为传统回收渠道的有力补充，但
经营起来也并非易事。前述旧衣回收
箱管理者告诉记者，近年来，一些智能
回收箱企业陆续离场。“一台智能回收
箱的安装成本至少要5万元。此外，还
要有专门的维护人员定期维护、清理，
成本太高了，很多企业都承受不了。”
他说。

一人每天分拣超1吨

五成旧衣几乎无利润

在业内，从居民手中回收且尚未
分类的旧衣被称为统货。小商户会
将收上来的统货卖给当地的分拣
站。在天津，爱尚衣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简称爱尚衣）就是其中规模较大
的一家。
在北辰区一间约有2500平方米的

厂房内，10名分拣工人正站在堆成小
山的旧衣前快速分拣，提起一件衣服
仅看一眼就能快速放进不同的篮筐
中，整个过程不到5秒钟。爱尚衣运营
部经理李福亮向记者介绍，该公司每
年可回收约3000吨旧衣，这个分拣站
主要负责初级分拣，也就是将旧衣简
单地分类。一个工人每天就能分拣超
过1吨旧衣。“目前，我们将其分成31
类，其中有一些没有用处的黑料。”李
福亮说。
黑料指的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旧

衣。根据爱尚衣的回收价目表来看，
夏装统货每斤2.5元、冬装统货每斤0.4
元……而黑料则为每斤-0.1元。也就
是说，每回收一斤黑料，对方反而要倒
贴0.1元。而在正在分拣的这批货中，
黑料的占比达12.24%。
“我们平均每批货中会有至少一

成的黑料；四成需要打碎再循环处理

的旧衣可以当作再生利用的纺织原料
卖给加工厂，用于制作快递包装袋、道
路防尘的土工布和为农作物保温的大
棚毛毡等；剩下的五成就卖给下游的
公司，他们会将旧衣细拣之后再出口
到其他国家。”李福亮表示，不仅处理
黑料要倒贴钱，而且销售再生利用纺
织原料也几乎没有什么利润。“能拉走
就不错了。”他说。

成吨买 按件卖

出口贸易最赚钱

在目前旧衣回收的产业链中，
出口贸易是利润最高的环节。一位
从事旧衣出口贸易的人士告诉记
者，他之前除了做出口，还涉足旧衣
循环再利用。但他发现，出口贸易
盈利空间最大。有一段时间，他甚至
要用出口的利润补贴其他业务的运
营开销。慢慢地，他开始专注于旧衣
出口贸易。
一位旧衣分拣公司的负责人也

表示，在分拣站的销路中，利润最高
的要属卖给出口商的旧衣服。其公
司一年旧衣回收量近4000吨，其中一
半以上的旧衣出口到非洲、东南亚等
地区。“统货 3000 多元一吨入手，分
拣后，5000多元一吨卖给下游公司。”
该负责人表示，其他渠道的利润都没
有出口渠道的高。
“很多出口旧衣的企业集中在广

东、山东等部分沿海地区，它们拿到
货后会分拣、消毒、打包，然后通过海
运专柜代发。旧衣运抵非洲后，卖给
当地的进口商。进口商再卖给批发商
赚差价。批发商将旧衣整包卖给各地
的零售商，整包不能打开，就像买盲
盒一样。个别的零售商会就地摆摊开
卖，也有一些零售商会先把旧衣分
类、分级，经过加工，再去卖。最后，
剩下的会被重新打包出售。”一家旧
衣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一般情
况下，一件旧衣的成本在1元左右；而
在非洲市场，能卖到约10元，有的甚
至更高。
在天津拾起卖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品牌经理林森看来，经过衣物回
收机构的二次处理，可再穿的衣物
继续实现它的使用价值；不能再穿
的衣服会被做成再生原料重新成为
布料，实现资源回收利用，这样可以
减少织物垃圾产生的数量，实现生
活垃圾减量化。

价格观察

品类分析

有人认为比扔掉强
有人质疑去向不明

冬装每斤0.2元 夏装每斤0.5元
夏装回收价为何比冬装高

虽然裤子卖不出去
但拉链和纽扣值钱

潜力巨大 国内流通价值有待释放

行业追踪

居民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