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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QIANJIANG EVENING NEWS

快递派费上涨
一个月毛估估能多赚 800
0元
别担心，
别担心
，
大家的快递费没涨，
大家的快递费没涨
，小哥的增收由快递公司补贴
本报记者 陈婕
“快递小哥集体涨工资！9 月 1 日起，通达系、极兔派费上涨 0.1 元！”上周，一则消息霸占了热搜，引起了好多
人关注。究竟上涨的一毛钱派费，有没有随着 9 月 1 日一起到来？记者做了一番调查。

上涨的派费 9 月 2 日一早就到了
有的是个人直达，
有的是网点代收

使用代收点，
使用代收点，
多接散件
也是网点增收好方法

小王是杭州主城区一家通达系网点的小哥，干快

老陈在留下经营一家快递网点已经 8

递有四年多了。他告诉记者，
最近这一周的心情，可以

年多了，
现在小哥有 70 来号人。

用
“跌宕起伏”
来形容。

在老陈的印象中，从 2018 年开始，由

“刚开始刷到涨派费这个消息，我们真的是激动，

于连年的价格战，末端派费一直在跌。
“尤

头一回啊！”小王说，自己每天的派件量大约有三四百

其是今年上半年极兔掀起的价格战，还有

票，平均每个月有 1 万票左右，
“每票派费上涨一毛钱，

丰网，也是来势汹汹。
”老陈说，现在价格战

一个月起码七八百，
甚至 1000 块。”

停了，但是大家也不敢轻易涨价，就怕客户

小王告诉记者，
也就是说，最起码可以多赚一个月

流失。

的伙食费。

“现在干快递不是赚多少钱，而是一不

怀着期待的心情，9 月 1 日一早，小王就开始刷起

点，比如小区楼下的小卖部、超市等，甚至

留神，就经营不善，甚至亏钱。”
老陈说。

了手机，
没有，
小王失望了。

小哥自己也会去做驿站。

在这 1 毛钱的派费背后，不仅是快递

现在每天有 3 亿个快递需要派送，如

从早到晚，刷了又刷。问了其他同事，也没有。
“怎

员的生存状态，我们同时看到了快递网点

果没有驿站这样的末端设施，这些单量必

么完全看不出上涨的迹象呢？说好的 9 月 1 日上涨派

的处境。走过野蛮生长，如今快递网点也

然会冲垮快递网点和配送体系。共享末端

费呢？
”有一次，小王几乎绝望，甚至想过不干了。

不像以前大赚特赚，这是行业发展的必然

像三峡大坝一样，对快递起到了有序分流

没想到，9 月 2 日一大早，小王派的第一单，系统里

过程。末端网点的淘汰与否、盈利与否，虽

的作用。快递网点加大与共享末端的合

就多了一行“权益派费：0.1 元”。
“ 原来，从 9 月 1 日开

然与大环境、公司政策有关联，但最重要还

作，能更好提高效率，长久地运营下去。

始派费上涨，指的是 9 月 1 日揽收的快件，所以我们末

是个人网点的经营能力、管理能力。

端感受到的时间是在 9 月 2 日。”

从 2019 年开始，老陈开始鼓励小哥们

在老陈的片区，
按照派件难易不同，小

上涨派费，在义乌经营一家快递网点的小张不觉

做菜鸟裹裹的上门取件业务。

哥派费也不同，绝大部分人月收入可以过

得意外。
快递员涨派费并不容易。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菜鸟裹裹寄件平均客单价远高于普通

万。
“干快递这么累，
每个月没赚万把块钱，

电商件。
“ 一个裹裹件的利润相当于我们

谁肯来干？”

10 票电商件利润。对小哥来说，用‘天价’

上一次是在 2017 年，四年才涨一次。不过，就在今年

之所以能完成这么多业务量，是因为

7 月，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

派送的效率不断地提高。一方面，随着新

2 年多过去了，老陈的网点现在专职

益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到
“十四五”末期要实现的

小区陆续入住，包裹从分散变得集中，
派件

做菜鸟裹裹的小哥有 8 人，兼职做菜鸟裹

主要目标，即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的相关制度机

难度降低了。另一方面，老陈鼓励小哥们，

裹的有 7 人。
“ 相当于给小哥们多一份外

制基本健全，快递员群体薪资待遇更趋合理，
社保权益

充分利用菜鸟驿站，提高派件效率。
“菜鸟

快，大概能增长 10%~30%。”

得以维护等。

驿站既对行业效率是一种贡献，也为解开

有了政策层面的支持，
“涨派费”不是空喊口号。
“我们义乌网点，
涨一毛的话，
派费差不多是九毛左

单，小哥有 30 来号人。
“我这里的老员工最久的跟我一年多，最短的干一
两个月就走了，工资六七千都不愿意干。整个行业现
状就是流动性高。”小张很无奈，
“工作比较累，压力也

望能激励大家，跟我们一起干完双 11 吧。”

的重要来源，显著减轻了网点的成本压力。

线头。”

小张的网点规模不算大，一天派件量大约七八千

这次总部直接上涨派费，小张还是挺高兴的。
“希

同时，这些快递散单也成为网点增收

‘快递公司上门难题’找到了
‘按需上门’的

右吧。
”
小张告诉记者，
上涨的派费已经下发到网点。

大，被投诉的话就会被罚款，很多人都做不长。”

来形容也不为过。
”老陈解释。

老陈现在最大的希望是，大家能对小

实际上，国家邮政局多年以来也一直

哥多一点理解。他告诉记者，快递员的流

在鼓励把末端设施纳入城乡公共设施规

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客户投诉导致的罚

划，支持末端服务设施多元发展，支持共享

款。
“干快递就是为客户服务的，需要规章

末端，加快推进智能快件箱、快递公共服务

制度来约束，但部分不怀好意的人利用了

站等末端设施建设。

规则，从中获利。不否认好人很多，
但个例

目前比较典型的社区快递末端设施，
扫一扫
了解身边
财经大小事

除了菜鸟驿站之外，各大快递公司也有自
己的代收点，比如圆通的妈妈驿站、中通的
兔喜、百世的百世邻里等，一些社会代收

足以对小哥造成致命打击。”
在老陈看来，每个人生活都不容易。
“除了政策层面的关怀，
希望更多用户能理
解我们，
多一点宽容。
”

临安区青山湖：
“三曲”共鸣唱响乡村振兴“好声音”
为认真贯彻《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临安
区人大常委会青山湖街道工委坚持探索创新，打好
乡村特色牌，挖掘乡村振兴新动能，
为高质量发展建

土风貌、重视惠民建设，
逐步解决美丽乡村建设过程

等方式，推动稻田认养，品牌注入，文旅推广，为村

中
“里子”不够充分的困境。

集体经济增收助力。

青 山 湖 街 道 深 入 一 线 ，奏 好 乡 村 振 兴“ 服 务

同时，街道有机融合“监督者”
“ 协调者”
“ 助跑

曲”。积极做好乡村振兴相关政策的上传下达工

者”角色，成立
“乡村振兴”
专项监督小组，
通过
“一月

青山湖街道充分发挥基层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

作，运用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乡村振兴专题接待

一检查、一季一督查、一年一报告”监督活动，
日常开

众优势，通过专题调研，熟悉辖区内风土民情、生产

选民活动，倾听群众声音，收集意见建议，架起联

展实地走访、跟踪监督，及时进行当面协商、建议督

生活方式，
把握
“三农”工作实情，找准各地乡村振兴

系服务群众的“连心桥”。针对农产品销售难、乡

办，有效助推生态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运营集

工作特色和定位。举行“乡村运营十人谈”
“新时代

村旅游难维系等问题，代表们深度挖掘乡村背后

群式发展、乡贤文化渗透式发展。

美丽乡村创建规划评审会”等，代表建议更加贴近乡

的民俗风情和文化积淀，通过直播带货、园企合作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大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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