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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其他快递怎么说

专家说法

10月11日，继中通快递宣
布调整快递价格后，韵达速递
也宣布，从即日起，对快件价
格进行调整。 调整的原因，涉
及运输成本增加、人工成本提
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多种因
素影响。

那么， 还有一个月时间，
就要到电商发快递的旺季“双
11”了。价格调整会影响电商
用户“买买买”吗？近期，快递
业会刮起“调价”风吗？

【事件】
中通、韵达先后宣布
即日起调整快递价格

这两天，中通快递和韵达
速递先后发出《告客户书》，宣
布即日起调整快递价格。对于
调整原因， 中通方面表示，今
年以来，快递业受运输成本增
加、人工成本提升、原材料价
格上涨等多种因素影响，同时
为了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保
障客户利益， 经综合考虑，决
定调价。

韵达方面给出的说法类
似，也提到了“为了持续提高
服务质量、 更好地提供更优
质、更便捷、更高效的快递服
务”以及“受人力、物料和运营
成本攀升等影响”这两大方面
原因。

对此，快递物流咨询网首
席顾问徐勇表示，目前，人工、
原材料、 运输这三项的价格，
给快递企业带来了成本压力。
最主要的是人工成本不断上
涨，人工成本在整个成本上升
的幅度是最大的， 也是最多
的。下一步面临着“双11”，“双
11”期间，第一是现有的员工
需要加班，第二是需要雇佣临
时工， 第三是人工成本的上
涨，干线运输成本以及城市配
送成本。在干线运输和城市配
送成本当中，可能城市配送成
本上涨得最多。

对于原材料、人工和运输

成本的增加， 徐勇分析称，人
工成本每年都在上涨，原材料
成本主要在印刷方面，目前造
纸属于治理污染的重要方面，
一些企业现在产量减少，随之
价格会进行上涨，特别“双11”
期间需求量比较大，那么价格
上调。

截至记者发稿，快递价格
具体怎么调整、 调整幅度如
何，两家公司还没有确认。

【影响】
“物流成本每个月上涨挺
厉害”

还有一个月，就到了各大
电商平台集中促销的日子。那
么，近期，快递企业的价格调
整会给电商平台的商家和消
费者带来影响吗？

微商马女士平时发快递
签约的就是中通， 她表示，如
果涨价对她的影响还是挺大
的，“比如像我们每天发货最
少是两三百件，‘双11’就更多
了。 哪怕它单价涨一块钱，其
实对我们每个月月结下来影
响还是挺大的。涨价幅度不是
很大的话，短期内对消费者来
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
是对我们来说，物流成本每个
月上涨还是挺厉害的。”

对于即将来临的“双
11”， 她表示， 目前来看，她
不会因此调整促销内容。“可
能就是从活动本身来讲，该
包邮的还是要包邮， 不会因
为它的涨价有太大影响。”

从快递业的发展来看 ，
对于部分快递企业的价格调
整， 快递物流咨询网首席顾
问徐勇认为，“未来价格上调
是一个趋势。 前两年都是雷
声大雨点小， 今年对快递企业
来说压力比较大， 特别是对上
市公司来说，他们要出业绩。未
来肯定是由价格竞争向服务品
质竞争转型。”
■综合央视财经、市场信息报

眼下正是一年一度的
“双11”购物节备战期，中通
快递、韵达速递的涨价决定
引发市场关注。

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
究员杨达卿向记者表示，
“双11” 是快递消费的爆点
期，在此节点前涨价或许有
以下几个原因：

一、借助电商大战硝烟，
能较大程度地对冲涨价流失
客户的负效应，忍痛转型；

二、 借助消费爆点期，
做转型高品质快递的品牌
营销；

三、截至目前包括百世
等六大民营快递均已上市，
资本市场不支持目前的混
战局面，领跑快递企业的格
局之战可借助“双11”同期
打响，改变多元混战局面。

杨达卿还告诉记者，目
前看， 整个快递服务产品需
要进行“高—中—低”的结构
调整， 但并不意味所有服务
产品都大幅提升， 应该是一
个渐进过程。 而且，“双11”硝
烟中，也不排除一些快递企
业在涨价趋势中打逆向战
术： 一方面在前台针对C端
客户， 提价塑造品质快递形
象， 另一方面在后台针对给
大客户降价，低价揽大客户。

离今年的“双11”没几天了，
快递行业早已进入备战状态。据
中国快递协会预测，今年“双11”
期间，全行业快递处理量预计超
过10亿件。盘子大、任务重，快递
业如何给消费者带来良好体验？

大数据预测：
让商品离消费者最近

从2006年的26万件到2016
年的6.57亿件，天猫“双11”创造
了全球快递业的奇迹。从历史经
验看，快递业每年的峰值会变成
下一年的常态，今年“双11”仍有
一场硬仗要打。

虽然包裹数量逐年增长，但
电商通过快递发货的时效一直
在提升，包裹发送量过亿的耗时
从2013年的48小时降到2016年
的12小时。这其中，信息化、大数
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年企业的电子面单推得
较好，对快递服务的全链条都有
加速作用。” 韵达速递副总裁赖
世强说，相比传统面单，电子面
单可使发货速度提升30％以上。

越来越丰富的数据，也使得
商品的流向预测越来越精准。菜
鸟网络副总裁史苗表示， 今年
“双11”的一个重要看点是“前置
仓”的下沉。所谓前置仓，就是通
过大数据分析，挑选出高频次购
买的商品，放在距离消费者最近
的仓库里。

根据阿里的规划，未来将在
全国建设2000个前置仓。

机器人助阵：
快递物流越来越智能

智能算法、 自动化流水线、
AGV机器人……走进菜鸟网络
位于浙江嘉兴的一个智能仓库，
一个直观的感受是“无人化”程

度越来越高。
在智能仓库， 从收货开始，

商品就被流水线送入指定区域，
智能设备再将商品送往指定货
架存储。

而在发货阶段，包裹拣货完
成后， 也会被自动贴上快递面
单，就连最后的封箱也是机器完
成， 最后被送上高速分拣机，根
据不同去向进行分类，整条设备
1小时可以分拣超过2万件包裹。

除了菜鸟网络，其他物流服
务商也在加大对机器人仓库的
投入。如申通快递在多地推出了
“小黄人”自动分拣，京东、苏宁
和日日顺则通过无人仓库对家
电类商品进行全机械化入库、拣
选和发货。

多元化配送：
资源向末端网点倾斜

大数据也好， 智能设备也
好， 包裹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
离不开最后100米的末端配送。

相比以往，如今的末端配送
正变得日益多元化。统计数据显
示，全国有约4万家菜鸟驿站、近
20万组智能快递柜和数十万快
递代办点。这些场所将与快递一
起，为消费者提供配送服务。

尽管如此，当前约90％的末
端配送仍由快递员完成。近年来
屡屡爆出的快递网点倒闭、快递
员转型等消息，显示出快递业依
赖人力服务的脆弱性。

中国快递协会秘书长孙康
说，“‘双11’物流难，最难的地方
在末端网点上。”据不完全统计，
在北京、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核
心地带有超过1／4的快递网点
感受到了非常大的生存压力。如
何稳住基层网点，是快递行业面
临的大问题。

■据新华社

“双11”备战期，两大快递接连涨价
原因：或受物流成本上涨影响 其他快递公司均称暂未接到涨价通知

一切以客户优先， 目前还不确定会不会调
价，没说调，也没说不调，一切都要等上面的决
策。中通快递提价，对顺风没有太大的影响，毕
竟各自的领域不一样，不是直接的竞争对手。

此外，顺风控股长沙负责人表示，顺丰快递
不会调价， 顺风的价格体系一直以来和其他快
递公司不一样。

目前我们尚未接到调价的通知， 不排除有
这个可能，如果有，我们到时候也会有公告，详
细情况请留意公司的官网、微信平台等。

消息以公司的新闻和公告为准， 调价是业
务部门的事情，目前我们尚未得到消息，具体的
情况，还是要以业务部门的消息为准。

这是企业自身经营行为，与平台没有关系。客
观地说，中国快递价格普遍偏低，价格调整体现出
他们提升服务品质的决心。而且，价格是市场决定
的，这些上市的快递公司业务体量大，相信价格决
策都会充分理性考虑市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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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又将来临
10亿包裹“洪峰”如何疏解

不排除部分快递
企业打价格逆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