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打招呼就放快件箱
说好的“送货上门”呢
——快递“最后100米”痛点调查

原本为方便小区居民随时取件而安装的快件箱，如今却带来了新“烦恼”。记者近期调查发现，今年以来，

我国快递业务量继续保持20%以上的快速增长。为保证投递效率，不少快递员在未取得收件人同意的情况下，

单方面选择将快递投入快件箱，由此引来不少消费者的抱怨和投诉。快递“最后100米”痛点究竟该怎么破？

“默认”送件入箱，投递服

务成首要申诉问题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居民小区，

快递员王德彬一早来到小区门口的快递

柜，扫码后将这一小区居民的快递按包

裹大小装入规格不同的快件箱中。随

后，系统会给用户发提示短信，提醒居民

及时取件。

王德彬负责的这一小区约有 480 户

居民，快件箱共有约120个。“有时打电话

问，客户会说，‘不在家，要不明天送吧’，

或者干脆不接电话，这都挺浪费时间的，

放到快件箱里一了百了。再说，爬七楼

和到一楼送件，都是一样的钱，大家都不

愿意上门送。”

王德彬的想法比较有代表性。不少

快递小哥告诉记者，除了生鲜和大件，只

要有快件箱覆盖的地方，现在“默认”选

项都是送入箱。

快递直接送入箱固然提高了投递效

率，却招来不少抱怨和投诉。“我已经多

次和快递员说送上门，但他们还是不征

求意见就放到快件箱。”上海市民张秀兰

说，平时会网购一些米面粮油，“年龄大

了，就想通过网购少走动一下，结果还得

下楼搬。”

除此之外，一旦消费者没有及时去

取，超过时限可能还要收取保管费。不少

市民反映，有的快件箱是直接收，逾期 1
天收1块钱。有的是提示用户“打赏”，尽

管可以跳过，但也要关注微信号才能取。

“快递员每次不打招呼就直接投到

快件箱，为这事我还投诉过。”青岛市民

庞丽璇说。国家邮政局公布的 2019 年

一季度邮政业消费者申诉情况通告显

示，投递服务是消费者申诉的首要问题，

占申诉总量的40.7％。

包裹量快速增长，快递小

哥送件入箱最“合算”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
至 4 月份，全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70.7亿件，同比增长24.8%。

“去年平均一天送快递 200件，今年
涨到 250 件，不用快件箱根本送不过
来。”上海快递员余勇说，如今他每月送
快递 7500 件，有近 3500 件是投快件箱
的。对于他来说，送件量是最重要的考
核指标之一。

青岛一家快递网点负责人迟梁告诉
记者，快递员送一个件，平均收入是1块2。
如果用快件箱，根据包裹大小不等，快递
员每个要掏3到5毛钱。

“我们曾经做过实验，如果不打招呼
直接放入快件箱，一个上午就可以投递
120件到 130件，而如果每个包裹都送件
上门，只能投递 70 件到 80 件。折算下

来，还是用快件箱更合算。”迟梁说。
当然，有消费者也认可快件入箱。

“我平时会网购一些衣服，上班不在家，
快递员如果放消防栓容易丢，放快件箱
就安全得多。再加上我是一个人住，出
于安全和隐私考虑，即使在家也会让快
递员先放箱再下楼取。”上海白领黄雅
婧说。

至于快件箱收费问题，去年 11月国
家邮政局出台了《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对在约定
保管期内的快件，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
不得向用户收费。并且，运营企业应当
在保管期到期 6小时前再次通知收件人
及时取出快件。

一名快递从业人员告诉记者，如果
在未征得用户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把快
递投入箱产生了超时费，这种情况下用
户可以联系快递公司，要求快递员重新
投递。

尊重消费者选择权，加强

末端服务设施建设

2018年 5月施行的《快递暂行条例》
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
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
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并告知
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

“作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智能快件
箱提升了快递服务效率，也在一定程度
保护了用户隐私，但前提是要尊重用户
的选择权。”快递物流咨询网首席顾问徐
勇说。

针对消费者的抱怨和投诉，快递行
业也出台了改进措施。

菜鸟驿站近期宣布，菜鸟智能柜已
在业内率先推出自主设置功能。使用菜
鸟智能柜取件的用户，会在页面弹窗看
到三种存柜方式：愿意存放、仅工作日存
放、禁止存放。设置完成后，在禁止存放
包裹的时间，柜门将无法打开，快递员只
能联系消费者完成投递。

记者调查还发现，有部分消费者不
爱用快件箱，一个重要原因是快件箱数
量较少，取件不方便。对此，南京市提
出，新建及改扩建的城镇居民住宅区应
配套智能快件箱，且数量应不低于小区
户数的20%。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2018 年中国快
递发展指数报告》显示，截至 2018年底，
我国主要企业投入智能快件箱27.2万组，
箱递率达到8.6%，比上年提升1.6个百分
点。国家邮政局表示，2019年继续推广智
能投递设施，推动箱递率提升到10%。这
意味着，今年消费者每收到十件快递，会
有一件是通过快件箱完成投递的。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快递末端服务
设施建设的加强，未来在快递“最后 100
米”服务领域，将形成快递员上门+智能
快件箱+服务站三种模式共存共生的格
局，给用户带来更多选择和体验。

（据新华社电）

二青会游泳决赛

江西14“泳士”获资格
本报讯（记者郁鑫鹏）5月15日，记者从江西省

田径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了解到，将于今年 8 月在山
西太原举行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游泳比赛，我
省将有14名“泳士”出征。

全国青年游泳锦标赛暨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
会游泳预赛5月6日至13日在沈阳市举行。赛会设
男女甲乙组（17岁至 19岁为甲组，16岁及以下为乙
组），各组别的前十二名才能获得二青会游泳决赛
资格。此次比赛，我省派出的32名青少年游泳健儿
敢于拼搏，两人在3个小项上获得第二名（万乐天女
子乙组 50 米仰泳、100 米仰泳，林亦晨女子乙组 50
米蝶泳），并有宋宇宽、程玉洁、付津津、杨泓凯、付
子乐、乐大羽等12人获得进军太原的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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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中国队球员庆祝胜利。
当日，在瑞士蒙特勒举行的2019年瑞士女排精英赛

小组赛中，中国队以3∶2战胜德国队。 （新华社发）

瑞士女排精英赛

中国队胜德国队

我国学者研发出“神奇胶水”

可数秒内快速止血
新华社杭州5月15日电 浙江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的

联合团队研发出一种新型生物胶水材料，可在数秒内完全
止住大动脉损伤和心脏穿透伤的大出血。

记者从研究团队提供的一段视频中看到，一只小猪的
心脏受到了6毫米直径铁管穿透创口损伤，研究人员在猪
心脏创口上挤上生物胶水，再用一束紫外光进行照射，短短
几秒钟之内，喷涌的鲜血就被止住。

“猪的心脏大小与结构和人的心脏最为接近，跳动心脏
大出血是目前最难止的血。”论文共同通讯作者、浙江大学
医学院欧阳宏伟教授介绍说，生物胶水让创口无须缝合就
能闭合，小猪在术后为期两周的恢复期检测中均未发现任
何异常。

据了解，该新型生物胶水是一种仿生材料，以人体组织
材料为模板，主要成分对光敏感。只要紫外线光照“一声令
下”，这种材料就能迅速长出两层网络结构，从流动的液态
变为固态，有力黏附于湿润器官的表面。

此外，该新型生物胶水还具备一定的材料强度，能够抵
抗血液压力和心脏跳动的收缩压，展现了良好的修补性能。

美披露重返月球计划更多细节
新华社华盛顿5月14日电 美国航天局局长布里登斯

廷14日在一场活动上公布了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计划的
更多细节，确认将利用“太空发射系统”火箭和“猎户座”载
人飞船在2024年前完成载人登月任务。

与此同时，美国重返月球计划正式得名“阿耳忒弥斯”，
这一名字取自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对应着实现“首名女
性宇航员登月”的项目预想。“阿耳忒弥斯”也是希腊神话中

“阿波罗”的孪生姐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登月项目
即以“阿波罗”命名。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为美国航天局
2020财年预算追加16亿美元，总额达到226亿美元，以加速
实现重返月球计划。布里登斯廷14日在面向美国航天局
员工的讲话中说，2020财年追加16亿美元预算已经足够，
但以后几年仍需更多经费，才足以使2024年前载人登月成
为现实。

布里登斯廷也透露，美国重返月球计划会考虑商业航
天服务，包括购买月球车。美国航天局计划2023年让一台
月球车落月，以探索把月球水冰转化为能源、氧气和饮用水
的方式。

本报讯（记者郁鑫鹏）5月15日，记者
从省体育局宣教法规处获悉，从本月开始，
我省青少年参加各类体育竞赛，只要在江
西电子政务数据统一交换平台上读取身份
证信息就可完成注册，实现“一次不跑”“一
网通办”。

为助推“五型”政府建设，提高政务
服务质量和水平，省政府近年印发了《江
西省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加快推进“赣服通”政
务 服 务 平 台 建 设 工 作 方 案》等 相 关 文
件。为贯彻落实文件精神，创新体育政
务服务举措，让青少年体育信息管理、竞

赛报名和成绩发布做到规范、高效、准
确，方便群众办事，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
处今年主动将“江西省青少年体育竞赛管
理”列为政务服务公共服务事项（事项编
号：360000-0028-GG-008-01），并推动该
事项在江西政务网一窗式综合服务平台上
统一办理。

经过前期调研、研讨，并在省政府办公
厅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省公安厅、省教育
厅、省信息中心等单位、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近期青少年体育处将原“江西省运动员
注册管理系统”改版升级为“江西省青少年
体育大数据管理系统”，并从 5月起开始投

入使用。记者了解到，现在青少年运动员
参赛注册可在江西政务网一窗式综合服务
平台上统一办理，运动员只需提供二代身
份证，即可通过全省电子政务共享数据统
一交换平台调取、核验运动员户籍和学籍
等信息。

业内人士表示，新系统极大地简化了
注册手续、缩减了证明材料并确保数据的
准确性，使运动员注册管理工作在做好

“简证便民”、不放松监管的同时实现了
“一次不跑”“一网通办”，表明江西的青少
年体育竞赛管理工作进入到“大数据共享
时代”。

为了使全省一线青少年体育工作者熟
悉运用新系统，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省体育
局日前在南昌召开了 2019 年江西省青少
年体育大数据管理系统暨全国青少年体育
冬令营（江西站）管理人员培训班，来自省
体育局 8 个训练中心，11 个设区市体育局
及冬令营执行方共 130名青少年体育工作
者参加培训。下一步，他们将推动“青少年
体育竞赛成绩查询”系统入驻省政务服务
平台，实现在线即时查询各项目年度锦标
赛、省运会等比赛的成绩，使青少年运动员
比赛成绩查询如公积金、社保、水电煤气的
查询一样简单、方便。

“青少年体育竞赛管理”登上省政务服务平台

江西运动员注册管理本月起实现“一网通办”

韩国足协宣布退出申办2023年亚洲杯
新华社首尔5月15日电 韩国足协15日发表声明称，

韩方已经致函亚足联，撤回对 2023 年亚洲杯的举办申
请。由此，中国成为2023年亚洲杯的唯一申办国家。

韩国足协在声明中援引韩国足协官员的话说，在申
办2023年亚洲杯和2023年女足世界杯之间，韩国足协最
终决定专注于女足世界杯。声明还提到，国际足联和韩
国政府将积极支持韩国与朝鲜联合举办 2023 年女足世
界杯。

业内认为，中国获得举办权将推动足球改革发展，极
大提振中国足球发展热情与氛围，同时有利于提升足球
发展的软硬件环境，以及提高足球水平，推动足球运动的
普及与发展。同时，此次申办如果成功，也有助于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
软实力。

2019年是中国冰壶队备战北京冬奥会
的“固点”之年，随着王冰玉、柳荫、周妍一
代女将离开，当刘锐、徐晓明、臧嘉亮一拨
男将淡出，中国冰壶队正勠力同心艰难掀
开崭新的一页。

近日落幕的冰壶世界杯总决赛上，赛
前并不被看好的中国男队勇夺亚军，创造
中国男壶在世界大赛上取得的最佳成绩，
而重组方三月的中国女队夺得第五名，年
轻的混双组合曹畅/苑明杰排名第七。

在男队书写历史的同时仍需看到，中
国冰壶队的整体水平同世界顶尖球队尚存
差距。此外，回顾此前赛季，中国冰壶队发
挥大起大落也让外界声音不少：如在世锦
赛中，女队打进复赛后机会到来时没有把
握住；具备一定能力的男队却没能发挥出
来，空留遗憾。

2018年中国冰壶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了选拔。优中选优、固定人员，男女队帐下
随后各稳定有 3 支队伍。在领队雷懿看
来，中国冰壶队过去一个赛季整体表现不
够稳定，首先是体能储备不足，尤其是赛季
期间的体能储备；二是队伍之间的沟通还
需要更加细化、明确流畅；三是投壶者在投

壶前的准备还要更加专注；四是对场地变
化不够敏感，如场地随着温度湿度变化而
产生的滑涩度及弧线的变化。

针对今年世锦赛发现的问题，队伍在
战术执行力、自信心培养、技术灵活应用等
方面做了改进和完善。“更为重要的一点，
是围绕团队和四个队员，帮助其真正打造
团队，比如团队内部的沟通，如何面对不同
环境和对手，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雷
懿说。

冰壶有其运动哲学——做好自己，关
注当下，根据场上和对手情况适当调整。
中国男队在此次世界杯表现出众正是因为
做好了这一点。

今年8月将迎来2019-2020新赛季，中
国男女队届时分别面临“固点”成两支队伍
的重任，因为从冰壶队整体发展而言，还需
要队内良性竞争。

在“固点”之年最关键的时候，中国冰
壶队依然以外教为核心形成全队的大脑，
以此来对整个赛季的备战架构和时间安排
进行周密布置，毕竟冰壶在中国的发展才
十几年。除了“外脑”，队伍还需配备中方
执行教练或者中方助理教练，这将有利于

中国冰壶未来的发展。
“男队创造了历史，但远不能说中国冰

壶队就站在了世界强队之林，只是说经过
努力，方向对了、道路对了，过程也把握很
好。一块银牌是给全队上下的一个信心和

认可——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奥运梦想和
奥运目标是可以实现的。”雷懿说，“冰壶这
样一个集体项目真的需要团队通力配合，
所有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样才有
可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据新华社电）

中国冰壶队力求华丽转身
“固点”之年勠力同心

许
静
韬
在
比
赛
中
掷
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