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6

2011 年 1 月 4 日 星期二
编辑：张亚男 组版：郭晓妮

今日潍坊·民生

元旦网购忙，
快递变
“慢递”
上千包裹积压仓库，市民亲自上门取货
本报 1 月 3 日讯(记者 赵
松刚)不少市民发现，以往两三
天就能收到的快递，元旦假期
却要花四天以上的时间才能收
到。 3 日记者调查了解到，年
末网购快递业务量大增，是平
时的 3 倍左右，多家快递公司
“爆仓”，市民甚至亲自打车
上门取货。
3 日，韵达快递员王成利来
到潍坊市工商局送快递，虽然
已是下午 3 点左右，但他的手

上还有几十张要投递的单子。
他告诉记者，年末期间，很多
网店纷纷搞活动，不少市民也
在网上购置新年礼物，“特别
是前两天，每天都有上千的包
裹送到仓库，我们公司只有 10
多名工作人员，根本忙不过
来。”
王成利说，平时他每天早
上 7 点半上班，一天大约送 40
件快递，晚上 8 点半以前就可
以下班，但是最近几天，他每

天要送 120 件左右的快递，忙
到晚上 10 点多。在王成利所在
的公司，一共有 10 多名快递
员，这几天与他一样忙碌。可
就是这样的工作量也没能满足
元旦假期间的快递业务，王成
利告诉记者，仓库中还是有上
千件快递没有寄出，“平时当
天就能送到的快递，现在要往
后压一压了，人手实在是不
够。”
奎文区早春园的张女士告

诉记者， 2010 年 12 月 30 日是
女儿的生日，外地的小姨通过
快递，寄过来一个礼包，本来 3
天就能到的快递却姗姗来迟。
她从网上系统查到，包裹早就
来了，只是一直没有人送。为
了不耽误给小女儿过生日，她
自己打车去申通快递的仓库取
了包裹。
3 日下午，记者在东风街附
近的几家快递公司调查发现，
不少公司仓库都出现了快递积

私家车火了，租车行多了

元旦乐！

元旦租车生意少了一两成
本报 1 月 3 日讯(记者
赵磊 于潇潇) 元旦三
天假期，越来越多的市民
选择短线出游。3 日，记者
采访发现，因为私家车骤
增以及汽车租赁公司的增
加，不傻租车公司生意反
比以往同期减少一两成。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
越来越多的市民在短期假
期选择租车出行游玩，但
潍坊的一些汽车租赁公司
的生意却并不乐观，甚至
有的公司生意比往年同期
减少将近两成。
“现在公司
总共有 80 多辆车，潍坊市
区内有 58 辆，元旦期间租
车率仅为 70% 。不要觉得
70% 很多，往年元旦期间，
公司的车一般能租出去八
九成。”潍坊恒鑫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杨经理告诉记

1 日，在潍坊市直
机关幼儿园凤翔分园，
小朋友正跟家长一起做
游戏。联欢现场，
孩子表
演了精彩的节目，家长
还跟孩子一起互动游
戏。幼儿园老师介绍说，
通过表演节目，能增强
孩子的自信心，与家长
一起做游戏，则可以增
进孩子与家长之间的感
情。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报道

三天卖的车，还不如从前一天的销量

没优惠了，
元旦车市遇冷
本报 1 月 3 日讯(记者
赵磊)随着 2011 年 1 月 1 日
小排量车购置税优惠结束，
潍坊车市的“迟到的冬季”
终于到来，市民买车的热情
也日趋回归理性。 3 日，记
者采访了解到，元旦并没有
发挥节日的作用，不少汽车
4S 店生意甚至比平日还要
冷清。
3 日下午，记者走访百
大绿洲附近几家汽车 4S 店
发现，大部分的展厅内门可
罗雀，基本上没有市民前

来。因为没有顾客，元旦加
班的汽车销售员都或坐或
站，显得很是清闲。“元旦
前的几天特别忙，一到元
旦，突然就没客人上门了，
有点不适应。”一位销售人
员说，即使偶尔有几个客
人，也只是过来看看，买车
的很少。
“小排量车购置税优惠
结束，对汽车销售的影响很
大。”东风标致 4S 店经理
张炜告诉记者， 2010 年 12
月份，他们店平均每天要卖

压现象，很多包裹被放在仓库
里，没有人寄送。在一家快递
公司的仓库门口，一名快递员
正在对刚运到的快递贴标签，
地上不规整地放着大小不一的
快件。一家快递公司的负责人
告诉记者，最近几天的快递数
量激增，很多快递公司都出现
了人手短缺的情况，虽然加班
加点，但不少货物仍会积压
2 — 4 天才能送到市民的手里。

出 10 辆汽车，开发票要开
到晚上七八点钟，足以见车
市之火爆。而自从 2011 年 1
月 1 日以来， 3 天的销量也
只有 25 辆。“这还是因为
元旦节假日的关系，要不然
汽车销量还要更少。”
因为市民在购置税优惠
取消之前扎堆买车，市民的
购买力被提前释放，如今车
市回归理性也是意料之中的
事情。张炜说，元旦没有发
挥出节假日的作用， 3 天仅
卖出 25 辆车，实在是太少

了。在平时，节假日一天的
销售量都会超出 25 辆。购
置税优惠取消之后，买车的
大多是刚性需求。
同时，记者了解到，汽
车销售商暂时还没有大量推
出优惠，以应对购置税优惠
取消。由于之前下的汽车订
单太多，购车市民能否在年
前提到现车都是问题。天气
变冷，汽车运输有可能因为
冻雨、大雪等天气延误，所
以现在首先要确保车辆能按
时到货。

者，不少新的汽车租赁公
司开张，抢走一部分客源，
生意反而不如从前。同时，
今年以来，车辆销售火爆，
拥有私家车的市民增多，
也影响租车行业。随着私
家车增多，租车行业也越
来越不好做了
为了拉动消费，国家
推出了很多优惠政策，如
汽车下乡、汽车以旧换新、
汽车购置税减半等，促使
很多人都购置了车辆。
“现
在条件好点的市民一般都
买车了，今年与往年相比，
租车的人少了许多，因为
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潍坊
宏运汽车租赁公司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现在油价上
涨，但公司并没有调高价
格，尽管如此，客户与去年
还是少了近四分之一。

第四届风尚大赛颁奖举行
2010 地产界三大类十种奖项评出
本报 1 月 3 日 2010
年 12 月 28 日下午，潍坊
地产界规格最高的年度盛
宴——
—“恒信杯”2010 潍坊
地产年会暨第四届风尚大
赛颁奖盛典隆重举行。中
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朱
中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
学院教授李义平以及潍坊
市、奎文区、寒亭区有关
领导、专家出席。
颁奖盛典之前的高峰
论坛上，朱中一副会长和
李义平教授分别做了主题

的演讲，此次论坛对于预
判 2011 年房地产市场走
势，使潍坊开发企业提前
谋划发展战略，具有很强
的前瞻和指导意义。
本届地产年会暨风尚
大赛由《潍坊房地产》杂
志牵头，最终评选出企
业、企业家、楼盘三大类
十种奖项。潍坊房地产风
尚大赛已于 2007 、
2008 、 2009 年成功举办
了三届。
（本报通讯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