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醒

涨多少
由网点自主定价

一家快递企业负责人告诉
记者，涨价是价格杠杆，是旺季
前调节市场流量的手段。由企
业总部发布公告，主要想向市
场传达一个信息，需要客户的
理解。目前涨价的企业都是加
盟制形式，究竟涨不涨、涨多
少，由网点根据自身的经营成
本、市场竞争情况自主定价，而
不可能像顺丰、EMS一样推出
明确的价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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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两家快递公司涨价
外地件每单涨2元

重庆晚报讯 （记者 王
薇 实习生 罗琳）昨日，重庆
晚报记者实地调查了解到，重庆
中通和韵达部分网点已涨价。

长假刚刚结束，中通和韵
达相继宣布提价，在业内引起
不小震动，许多消费者也表示
关注。

重庆晚报记者咨询主城多
家中通快递网点获悉，不少网
点表示，还未接到涨价通知。
其中，大龙山店工作人员表示，
新价格为外地件每单12元，涨
了2元。

重庆晚报记者采访获悉，
韵达快递部分网点也已涨价，
外地件每单涨2元，本地件每
单涨1元。

快递涨价
“三通一达”中两家企业宣布调价

继中通快递10日率先宣布调价后，11日韵达速递在官微发布告
客户书宣布，即日起对快件价格进行调整。

当天，圆通也在内网发布《关于圆通网络旺季市场提价的通知》
称，经总部研究决定，自即日起，全网各网点对客户收取的快递费，在
原有价格基础上进行上调……但是，圆通速递官方回应，目前原
则上不涨。

在离双11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三通一达”中
的两家企业接连调价，在行业产生重大反响
之余，也吸引诸多消费者关注。

人力物料成本都在增加
单个纸箱涨价2到5毛

对于涨价原因，韵达速递的告客
户书提到：“受人力、物料以及运营成
本攀升等影响。”

中通方面给出的涨价理由，与韵
达基本一致。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力成本
的增加，是快递行业一直面临的挑
战。随着中国快递业进入单日亿件时
代，快递员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根
据第三方机构调查，约70％的快递员
表示不堪重负。

要稳住快递员队伍，最直接的办
法就是增加其派件收入。在此次宣布
调价前，已有快递公司宣布上调派费
标准，1公斤以内每票加收0.2元。作
为快递成本的一部分，派费上调必然
会传导到快递价格中去。

包括纸箱、打印面单在内的物料
成本增加，则是今年以来的突出现
象。9月，国内最大瓦楞纸箱原纸企
业玖龙纸业宣布提高瓦楞纸箱原纸的
价格。统计显示，近一年来，瓦楞原纸
的价格上涨了7成左右。由此带来的
结果是，一个纸箱售价因此涨价0.2
至0.5元不等。

由于“双11”将至，此次涨价的时
点也值得细究。快递物流咨询网首席
顾问徐勇分析，今年是快递企业集体
上市之后的第一个双11，一旦出现服
务问题，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很
大。涨价一方面可以缓解成本压力、
稳定服务质量，同时还能实现利润承
诺回应投资者期待。

公开数据显示，宣布调价后，中通
快递股价一度上涨5％以上。

有网点表示1票涨1元
价格涨了服务需跟进

对于具体的调价幅度，中通和韵达
均没有给出具体数字，称“具体情况咨询
当地网点”。中通表示，因各地成本结构
费率不同，具体调价幅度，由各网点根据
当地市场和经营情况进行合理调整。

“上海到北京，寄一票普通快件（1KG
以内）是12元，现在价格还没有调整。双
11前应该会上调，大概一票涨一块。”上海
浦东北蔡镇一家中通网点负责人表示。

别小看这1元。中信证券测算显示，预
计今年11月快递业务量规模约为50亿件，
平均单价提升0.5元，行业毛利多增25亿元。

价格涨了，服务质量能不能跟上，这
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国家邮政局统计
显示，今年8月，消费者关于快递服务的
有 效 申 诉 达 13309 件 ，同 比 增 长
17.3％。其中，丢失短少、延误等服务问
题，同比分别增长28.7％、27.5％。

“其实，并不是特别在乎多掏一两块
钱，但快递的服务质量确实要提升。有
时候，货还没收到，却显示已经签收。还
有一次，发生过寄件丢失的问题，索赔起
来也是费时费力。”上海消费者黎赟说。

韵达速递副总裁赖世强表示，快递的
服务质量，重点体现在末端派送环节。双
11期间，为了保证服务质量，韵达将投入
几千万元到各个基层网点。通过网点的
绩效激励机制，来提高快递员的积极性。

除顺丰走高端路线外
其他公司预计会跟进

此次发布调价通知的中通和韵达，
按上半年业务量计算，分别是市场占有
率第一和第三的快递企业，在行业内拥
有较大的影响力。“除了顺丰这种走高端
路线的企业，其他快递公司预计后期也
会跟进。”业内人士表示。

快递提价，除了缓解成本压力、保证
服务质量，对整个行业的走向也将产生
重大影响。

公开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6
年，我国快递平均单价从15.69元／件
一路降至12.71元／件，基本上保持着
每年降1元的幅度。以低价抢占市场份
额，过度依赖电商件，导致基层网点劳动
强度大但收益甚微。“涨价找死、不涨价
等死”的说法，形象地描述了快递行业深
陷价格战的窘境。

不过，6大快递公司集体上市后，行
业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集
体上市后靠价格战追求市场份额的行为
告一段落；另一方面，三四线快递公司大
量退出市场，新进入者已不构成威胁，行
业发展进入相对稳定期。”中信证券表
示，经历多年双11后，主要快递公司越
发追求网络稳定和服务质量，逐步放弃
降价换量的行为，涨价就是明确信号。

“涨价直接目的是对冲成本压力，根
本目的是帮助快递企业迈出摆脱低价红
海的第一步，并且这一步要和服务质量
同步提升。”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杨
达卿说。 据新华社

为何涨？
涨多少？

影响几何？

刚满50岁的陈志（化名）有
30年的吸烟史。今年以来一直
胸闷，痰中带血，到医院检查后被
证实罹患肺癌。西南医院呼吸内
科主任周向东教授表示，老烟民
要警惕肺癌的早期信号，定期体
检身体，防患于未然。

据介绍，重庆肺癌的死亡率
在所有肿瘤病中排名第一，是绝
对的“头号杀手”。周主任表示，

根据临床经验和研究，5种危险
因素可导致肺癌：大气污染、吸烟
或二手烟、职业暴露、厨房油烟污
染、装修导致的环境污染等。如
果一个人出现不明原因的咳嗽，
胸部闷胀、痰中带血等症状，要及
时到正规医院检查。他表示，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提高肺癌
治愈率、降低死亡率的关键。“早
期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可以达

到90%以上，而最早期的原位癌
五年生存率可达100%。”

在肺癌的治疗上，可利用手
术、放疗、化疗等多种手段。但随
着科技的发展，靶向治疗已成为
精准治疗的有效手段，而且具有
副作用小、疗效好的特点。治疗
肺癌的一代靶向药物已列入医保
范畴，可惠及更多病患。

重庆晚报记者 汤峰

2017 第九届中国西部动
漫文化节近日在重庆国博中心
举行，重庆有线以“超次元·宅
视界”主题亮相，动漫氛围吸引
眼球。

活动现场，重庆有线带来的
酷玩电竞、云游戏、I12 亲子社
区、百灵K 歌四大主题体验专
区，以丰富的业务内容和互动游
戏吸引了众多年轻用户。其中，
云游戏采用目前先进的云端推

流技术，让机顶盒秒变游戏机。
在I12亲子社区体验区，不少年
轻家庭和热爱动漫的年轻人，拿
起画笔涂鸦。

据介绍，这是由重庆有线
携手重庆少儿频道实力打造的
全新亲子社区产品，目前拥有
动画片、育儿课程、儿歌、成语、
英语等10000小时的儿童教育
资源。

重庆晚报记者 杨莲

10月11日，荣耀千元旗舰荣
耀畅玩7X正式发布。一举将全
面屏手机从旗舰机拉到千元机。

据了解，荣耀畅玩7X拥有
5.93吋全高清全面屏，1600万高

清双摄，全系4GB大内存，128GB
大存储，麒麟八核处理器、多彩金
属机身。全网通标配版 4GB+
32GB售价 1299 元，64GB售价
1699 元；128GB 售价 1999 元。

无论是全面屏配置、颜值、配置、工
艺，均为千元机树立了新标准。

荣耀同时还发布了平板和路
由多款新品。

重庆晚报记者 王实

中秋欣逢国庆，中铁任之健
康城在此期间举行了2017年中
秋佳节主题活动。近200名中铁
任之健康城业主和朋友们齐聚
体验中心，亲手制作专属于自己
的月饼，表达自己对故乡和亲人
的思念之情。歌声、舞蹈和美食
共享，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

潮。
重庆中铁任之养老产业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江总表示，中铁
任之健康城今后将定期举办此
类活动，营造新型居家养老的生
活方式，让更多的朋友“居家养
老，健康乐享”。

重庆晚报记者 张巧

重庆有线二次元惊艳西部动漫节

中铁任之健康城中秋活动圆满落幕

荣耀畅玩7X开启全面屏手机千元时代

5种危险因素可致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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