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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11月15日，北京现代新一
代ix35在广州上市， 共推5款
2.0L排量车型， 售11.99万元
-16.19万元。 新一代ix35定位
为“新一代硬派智能网联
SUV”，在传承北京现代SUV家
族优异基因的基础上， 以智勇
双全的产品特性， 充分满足年
轻消费者对个性和实用的双重
追求。新一代ix35在造型和性

能上更强调硬派形象，传递出
挑战、超越的勇气和力量；在配
置和安全方面展现出超能智
慧； 同时搭载集成六大ADAS
智能驾驶技术的“智心合一”系
统。同期，北京现代发布了“质
现代 智未来” 的全新品牌战
略，在智能化、网联化的新时代
下，开启面向下一个15年的全
新征程。 ■胡锐 经济信息

“双11”风暴已过，物流潮水
未退。历经9年“双11”的磨练，大
多消费者已经练就足够的耐性，
对“爆仓”不再那么敏感。不过，
长沙快递行业的“最后一公里”
仍然不会让人省心，“停摆”“丢
件”“诈骗”等麻烦事一大堆。

“慢递”：包裹11天不派送

“双11” 已过去近半月，翘
首以待快递的依然大有人在。

长沙市民朱女士11日凌晨
在淘宝购买了一个保温杯，11
日下午2时商品就已发货，并于
次日下午6时到达长沙中转站，
但物流信息显示从中转站发出
后已经11天， 朱女士还未收到
包裹。17日，朱女士曾向中通快
递客服反映情况，对方回复“承
运网点或存在爆仓， 望耐心等
待”。22日， 朱女士再次查询包
裹， 被告知包裹仍在上级分拣
中心无法查询。无奈，朱女士只
能向淘宝卖家反映， 得到的答
复是“过几天仍未收到包裹，再
安排补发商品。”

负责芙蓉北路马厂段收
寄快递的老肖连连向记者感
叹“有些吃不消”，他早上4点多
就得抵达分拣中心站点扫码装
货，6点多到达分部再分拣自己
区域的快递，已快7点，来不及
吃早饭就得马不停蹄赶往各小
区抢快递柜，“有时到晚上11点
还有包裹没送完， 只能等到第
二天。”老肖说，这几天平均每
天要送300多单， 至少是平时
的三倍。

“停摆”：回复投诉等72小时

家住长沙开福区的黄先生
在王府井百货买了条裤子需要
裁剪， 商家于19日将裤子通过
韵达速递寄给黄先生。 物流信
息显示， 包裹当晚就到韵达长
沙分拨中心发到开福区一公
司，但直到22日仍未送达。黄先
生直接询问小区网点快递员，
对方告诉他， 承运的快递网点
老板“停摆”了。

网友“啦啦啦”同样有包裹
“卡”在了韵达速递开福区一公
司，商品11日寄出19日到达站
点，之后一直无下文。“啦啦啦”
向商家问询， 被告知将在72小
时内给答复。

记者联系湖南韵达速递负

责人陈景鹏， 他声称只是“双
11”的派送压力比较大，会尽快
安排人查找， 如果确实已经丢
件，将承担相关费用。

“丢件”：未尽赔偿事宜

即便不是“双11” 高峰期
间， 物流终端出现服务问题也
不少见。上个月11日，长沙杨女
士通过圆通速递往北京寄送一
份合同文件，10天后文件仍未
派送到位。因时隔太久，快递单
据丢失无法查询， 杨女士便直
接到网点查找， 结果站点也找
不到寄送底单。“负责收件的是
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太， 很可
能因不懂业务而忘记留底单
了”圆通速递方面答复，这也意
味着包裹的去留痕迹无法获
知。“一份快递就这么悄无声息
地蒸发了？”杨女士有些接受不
了，但只得重新走流程再寄。

但圆通速递至今都未就此
事做相关赔偿处理。

“诈骗”：信息泄露被骗

还有更倒霉的。10月 26
日，网友“煦馨” 网购了一款旅
行箱，物流信息显示，商品于28
日到达申通长沙金满地分部
后， 一直没有派送。11月2日上
午， 她主动打区域快递员电话
发现已关机，问询网点，对方表
示会尽快派件。3个小时后，“煦
馨” 接到了一名自称申通快递
员的电话， 对方表示，“快递因
疏忽已经丢失， 公司会做退款
处理。” 双方加了支付宝好友
后，“煦馨”收到一个退款链接，
并按照对方指示点击进入“退
款流程”，在这个过程中还输入
了信用卡号和密码。“没过多久
手机就收到了信用卡被刷走
14700多元的信息。”“煦馨 ”
说，她其实知道有这个骗局，但
对方知道自己的淘宝账号和快
递单号，所以放松了戒备。

就此， 记者采访了申通长
沙市场部唐姓负责人， 对方表
示，“出了问题公司确实也有责
任，但近几年电信诈骗屡见不
鲜，到底是在哪个环节泄露了
顾客信息，快递环节需要承担
哪些责任，还需要有关机构来
鉴定。”目前，“煦馨”已向警方
报案。

■记者 杨田风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以“提
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 为己
任， 积极推动经营管理转型和
发展方式的转变， 不断提高服
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尤
其是重点支持行业重点布局，
发挥银行的融资、 融智纽带作
用， 全力支持湖南地方经济建
设，帮助企业做大做强。该行整
体保持了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
的态势，实现了业务规模的迅
速增长、盈利能力的大幅提升，
资产质量持续稳定的新局面。

2017年前10个月， 该行
信贷资产支持实体经济授信
总金额过百亿元，与多家本土
优质企业达成了长期稳定高
效的银企合作。 今年以来，渤
海银行长沙分行向中国纺织

行业十大品牌文化企业湖南
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了逾2亿元的信贷资金支持，
助力其在改变生产方式、提升
经营效率方面实现快速飞跃，
向智能制造迈进，该企业日前
成功入选2017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项目名单。

未来，渤海银行长沙分行
还将不断深化“线上渤海银
行”布局，积极拥抱金融科技，
持续加速互联网金融平台和
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建设，推进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技术与金融服务结合，打造简
约定制、实时智能的创新产品
体系，有效提升服务实体经济
质效。

■熊芳 潘显璇 经济信息

长沙蛋价涨跌
如坐“过山车”

本报11月23日讯“鸡蛋又涨价
了！6元/斤！最近鸡蛋价格涨得厉害，
快赶上中秋节前的价了！”今日上午，
长沙市民沈女士向记者反映，记者当
天进行了市场调查。

23日上午， 记者在长沙毛家桥、
沙湖桥等菜市场看到， 洋鸡蛋当日
价格基本为5.5元/斤， 而大多数超
市里的鸡蛋售价更贵些 ， 售价多
在6元/斤。据长沙市价监局监测中心
监测显示，今年8月底，长沙鸡蛋价格
逼近5元/斤， 其中8月23日—8月29
日，鸡蛋均价为 4.88元/斤，环比上涨
0.78%；8月30日—9月5日，鸡蛋均价
为5.29元/斤，环比上涨8.36%。 10月
18日-10月24日， 长沙鸡蛋跌至低
谷，零售均价为4.98元/斤。而进入11
月， 长沙市场上的蛋价开始快速回
升，11月1日—7日， 鸡蛋均价升至
5.18元/斤；11月15日—21日，鸡蛋零
售均价升至5.22元/斤。

据了解，8月末9月初， 鸡蛋价
格首次上涨主要因为市场需求增
加：一方面，各大院校陆续开学，鸡
蛋大量采购增多，市场需求阶段性
增加；另一方面，中秋、国庆双节来
临前，鸡蛋需求升高，各大月饼加
工企业、 鸡蛋销售商开始大量囤
货， 进一步加剧了鸡蛋市场需求。
9月下旬开始，食品加工企业、鸡蛋
销售商备货基本结束，市场需求下
降，同时天气逐步凉爽，产蛋旺季
来临，市场供应量明显增加。市场
行情呈现止涨回落趋势，价格持续
下跌到10月底。

长沙市价监局监测中心工作人
员说，11月份，蛋价快速上涨，因为市
场供给减少。在上半年的低价行情打
压下，养殖户大量淘汰蛋鸡，导致鸡
蛋产能不足，鸡蛋供应偏紧；另外，天
气转凉，鸡蛋储存周期变长，销售商
开始囤货，蛋价在低位运行的基础上
开始快速回升上涨。“预计春节前，长
沙鸡蛋市场将以震荡上行、稳中小幅
调整的趋势为主。”

■记者 陈月红

包裹11天不派送，丢件未尽赔偿，泄露信息致客户被骗

“双11”后遗症，你中了几条

得益于智慧物流的加码
推进，不可否认，物流效率提
升的同时也提升着消费者的
网购体验，但末端配送服务矛
盾依然是痛点。 尤其是很多消
费者因快递延误、 丢件等带来
了不可预见性的损失， 但企业
索赔金额却远远低于货值或成
本预期。行业人士分析指出，与
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快递业仍属
起步阶段。 当下末端配送难以实

现智能化， 庞大的包裹数量依旧
需要人力进行化解， 因此物流企
业会临时增加人手，但相关的人
员培训无法及时跟进， 一些问
题会集中突显， 末端的服务质
量自然难免打折扣。 上述快递
网点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也直言， 快递业亟待服务提升
和创新，需要科技的不断加持和
法律规划体系的不断完善。

末端服务提升还需科技、法规加持

“智”敬新时代北京现代新一代ix35上市

11月17日， 东风悦达起
亚联合起亚汽车（中国）携18
款22辆车盛装参展，不仅首度
亮相了东风悦达起亚智能互
联网SUV�NP，新近上市的互
联网家轿新e代福瑞迪也智感
登场， 强劲阵容吸引各方瞩
目。主舞台上，首次与大众见
面的东风悦达起亚智能互联
网SUV�NP气场十足，以硬朗

帅气的外观、出色的动力性能
以及领先的互联科技，为中国
消费者带来极具科技感与安
全感的SUV新选择。同场现身
的新e代福瑞迪作为东风悦达
起亚首款互联网家轿，集时尚
外观、舒适配置与先进的智能
互联技术于一体，为都市年轻
消费者开启车联网时代新生
活。 ■胡锐 经济信息

东风悦达起亚SUV�NP首发亮相广州车展

拥抱金融科技 提升服务质效

“双11”后快递点包裹暴增。 图片来源 中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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