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快递业乱象②

恶性竞争 无心服务 盲目加盟 监管薄弱

快快递递公公司司快快速速扩扩张张带带来来一一大大堆堆 后后遗遗症症

C04-05 2014年7月18日 星期五

编辑：翟恒水 美编：郭传靖

今日济南

抢眼

乱象一 只顾扩张加盟，哪有心思管理

““月月入入万万元元那那是是传传说说””
省城快递员月挣4000元左右

快递员工资是多少？这一直是个谜。有的网帖称，不少快递员每个月能挣万元，
不少省城白领还在网络上自嘲，“要去干快递。”据记者采访了解，快递员收入过万是
小概率事件，“绝大部分快递员月薪在3500元至5000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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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调查

快递员：每月大概4000元

“月收入过万？”申通快
递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快递
员告诉记者，“快递员一般挣
3000元至4000元，月入一万
那是老板。”

25岁的汇通快递员小王
从事快递员的工作已经一年
多，“每天工作时间至少在10

个小时以上。”小王谈到一年
多的工作，他每天要收发200

余个快递，每个收件能提成1

元，“要是收件较多的话，每
个月的工资能达到3000元。”

随着高温天气到来，小
王的工作积极性并不高，“天
气这么热，每天还要在外面
奔波十几个小时。”小王认为
随着快递行业的竞争白热
化，“提成比以前少了，工作
这么累，工资也没多少，可能
干一段时间就不干了。”

京东商城快递的刘师
傅介绍，自己所在的快递
点有17名员工，大部分是来
自外地的打工者，“学历都
在高中以上，工资水平在

四五千。”谈到是否想过更
换工作，刘师傅说：“虽然
四五千的工资并不算多，
不过以济南的消费水平来
看还算够花，暂时没想过
换工作。”

记者经过对省城“四
通一达”(申通快递、圆通速
递、中通速递、汇通快运、
韵达快递)多位快递员的采
访，发现省城快递员工资
绝大部分在3 5 0 0元至5 0 0 0

元之间。

快递公司：工资靠提成，快递员很苦

记者在多家招聘网站上
看到不少省城快递公司的招
聘启事。绝大部分快递公司
标注的月薪都在3 0 0 0元至
5000元，高的会标到4000元
至6000元。

以应聘快递员的名义，
记者咨询了省城多家快递公
司。申通快递一位负责招聘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员工
工资在3 5 0 0元至5 0 0 0元之
间，工资主要靠收送件的提
成，收件会有1成左右的提

成，送件为1件1元，“并没有
网上传得那么夸张。”快递员
每天上午8点上班，一般在下
午6点下班。

优速公司的一位招聘人
员说法几乎相同，“快递人员
平均工资在4000元左右，有
些快递员的确能月入过万，
但只是个别情况。”该招聘人
员尤其强调，“快递员一定要
能吃苦。”济南的快递员一般
以外来务工者居多，“很多本
地人吃不了这个苦，宁愿干

月薪2000元的轻松工作，也
不愿意从事快递这么高强度
的工作。

顺丰速运的招聘人员
告诉记者，“快递员前两个
月每个月工资为2300元，两
个 月 以 后 根 据 提 成 来 计
算。”据他介绍，快递员工
资在3500元左右，“双十一”
时平均月收入可达5000元，

“如果要拿高工资，要多发
展客户，通过多收件来拿
提成。”

2013年济南
快递服务企业业
务 量 累 计 完 成
7718万件，列全
省第一位。本报
记者多日调查发
现，快递业粗放
式快速发展带来
一大堆后遗症：
内 部 管 理 不 完
善，规章制度不
健全、恶性竞争、
快 递 契 约 不 规
范、没有行业组
织等都是造成快
递投诉问题高的
原因。业内专家
和 行 业 律 师 表
示，对快递行业
监管、执法力量
薄弱，相关法律
不健全是主因。

近年来，民营、个体快递
公司发展很快，已经形成了
一个庞大的市场。一些大的
快递公司大都采用加盟、连
锁形式开办；而规模较小的
公司则采用挂靠、配货搭载
形式操作，这些公司的一个
普遍状况是，投递队伍素质
低，管理上混乱无序。

加盟是中国快递企业独
特的模式，由于缺乏发展扩

张的资金，总公司将分公司
承包给加盟者，分公司又将
站点承包给个体户，快递业
内人士口中的“四通一达”是
其中最有名的代表。凭借这
种模式，他们的业务迅速扩
张至全国。

不过加盟制的粗放式发
展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在市
场化竞争体系不完善的情况
下，加盟商之间会靠价格战

招揽顾客，有快递站点甚至
让顾客直接跟快递员商议快
递价格，带来了快递业发展
的恶性竞争。

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
年，中通快递引领了一波降
价，最低价格降到了“3、4、
5”——— 除新疆、西藏等边远
地区外的快递寄到山东省只
需3块、4块、5块。

乱象二 加盟商两头受气，哪有心思抓服务

随着加盟制的推广，更
带来了总公司和各加盟商之
间的矛盾，快递公司内部管
理得并不规范。某快递公司
加盟商郭先生就表示，加盟
商在行业链中处于“夹生”的
地位，话语权低，在总公司和
消费者之间两头受气。“管理
严格，有利于提高快递服务，
但是也使加盟商的利益被压
榨。总部希望能够极大限度
提高质量，却忽略了在挣不
到钱的情况下，谁还有心思
给顾客提供好的服务呢？”

然而，在这种模式下，分
公司都是各自为政。“个别加
盟商出现问题，只能靠个人关
系解决。”某加盟商就向记者
坦言，各个加盟商负责各片的
业务，一旦出现问题，自身很

少得到总部和其他加盟商支
援。“只有在出现快递投递大
面积瘫痪的时候，总部和邮政
管理部门才会出面协调。”

由于监管不到位，有取得
资质的快递公司甚至靠骗取
加盟商加盟费获利。济宁的尹
先生怎么也没想到，他花4000
元加盟了济南的一家物流公
司四年没接到一单生意。每次
找该公司负责人解决，都被其
以各种理由推脱。上网搜索发
现，该公司在全国其他地方也
有此类投诉被媒体曝光。实际
上，这家公司只有在济南经营
的资质，无全国资质，但至今
该公司仍以此方式在全国各
地发展加盟商。

山东交通学院交通与物
流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华群就

对加盟模式心存疑虑：除了无
法合理利用资源，还有就是加
盟商鱼龙混杂，快递人员从业
水准不高，甚至出现快递员内
盗的情况。另外，加盟商自己
可以自主招人，而公司根本掌
握不了每一个快递员的信息，
追查也就无从谈起。

“像韵达和加盟商的问
题，这属于企业内部问题，不
是我们的监管职责范畴。”山
东省邮管局一工作人员在接
受采访时也坦言，邮管局负责
邮政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负责
邮政行业运行安全的监测、预
警和应急管理，保障邮政通信
与信息安全。而监管不到企业
内部的奖罚、管理方式。一旦
企业停摆，出现大范围快递问
题时，地方邮管局才会出面。

难点一

契约不规范消费者维权难

今年4月份，济南大学生
王刚赶在母亲生日前夕，给
在老家巴彦淖尔的母亲快递
了一部价值四千多元的三星
手机。因为手机没有保价，中
途这部手机被寄丢。王刚多
次找快递公司协商赔偿事
宜，快递公司以合同约定为
由，只答应赔偿十倍运费。王
刚不同意，向热线12345投
诉，被告知无法受理快递投
诉，建议向邮政业消费者申
诉电话12305投诉。

王刚拨打了该投诉热线
发现，12305热线只能协调解
决快递问题，但并无强制执
法的权限，且物品丢失的赔
付标准对消费者并不利。王
刚原本打算找律师，可是衡

量了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后
便作罢。最终，王刚被迫接受
快递公司两千元的赔付。

快递服务业经常出现的
一些纠纷包括：快件丢失、毁
损或短少等，快递公司往往会
通过公司的《快件运单契约条
款》、《契约条款》、《运送服务条
款》、《服务契约》、《快递服务协
议》等制定一些霸王条款，用
以免除经营者的违约责任。

某快递公司法律顾问表
示，契约不规范已是国内快
递行业的潜规则。表面上看，
消费者有选择快递公司，不
接受其合同条款的权利。但
是实际上，不论消费者更换
哪一家快递公司，都必须被
迫接受其快递合同。

难点二
8个人管全济南，监管难

根据2014年4月山东省
邮管局统计，济南市登记在
册的包括快递分公司在内的
快递公司有123家。

山东省邮管局一工作人
员表示，济南市邮管局相关
人员就8个人，让8个人管这
么大的市场，管理上确实存
在一定的难度。

记者从12345市民热线
调取的电话记录发现，从3月
14日到7月14日的三个月里，

有关快递问题的咨询和投诉
来电记录是1071条。但实际
上，12345并不受理快递投诉
问题，大多数来电市民被建
议拨打12305。

某业内专家向记者表
示，市场规模急剧扩张，而不
少省市级的邮政管理部门往
往只有几十个编制。监管队
伍亟待“扩容”。法律方面也
不够健全，是快递业问题繁
杂的根本原因。

堆积如山的快件也带来了快递业堆积如山的问题，许多后遗症
难以在短时间内治愈。（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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