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夺夺命命快快递递””一一涉涉事事负负责责人人被被拘拘
知情人称，化工厂选择快递寄送危化品单件可省千元

圆通曾三次“运毒”

相关工厂停业

氟乙酸甲酯属禁寄品。经查，寄
件单位为湖北荆门市熊兴化工有限
公司，此次快递样品约25公斤。公司
称，他们已是第三次通过圆通快递
样品，之前询问其他快递公司均被
拒。目前，相关工厂已停业整顿，相
关责任人被警方控制。 据央视

圆圆通通致致歉歉未未提提具具体体验验视视措措施施
赔偿将在责任界定后进行

本报济南12月21日讯(记者
李虎) 20日晚，圆通速递在

官网上对“夺命快递”事件发布
声明，上海圆通速递有限公司
总裁相峰也发出致歉。圆通速
递称，将追究寄件人的责任。

圆通速递在声明中表示，
11月27日，湖北荆门一家化工
企业经圆通速递当地加盟网
点——— 沙洋运通物流有限公
司收寄点向山东某制药厂寄
递一件物品，称该物品无毒无
害，收件人员按照公司制度对
该物品进行了验视。在运送过
程中，这件物品发生了泄漏，
同车运输的部分快件被污染。
发现泄漏后，工作人员立即与
寄件人联系，对方称该物品无
毒无害，只需进行通风晾晒处
理。中转操作人员按照寄件人
提供的处置方法对同车快件
进行了处置，并进行逐一排
查，力争将可能产生的后果控

制在最小范围。
圆通速递还在声明中表

示，对寄件方在寄件时未如实
告知所寄物品的性质及恰当的
处置方法，将通过法律途径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上海圆通速递有限公司总
裁相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对事件中受到伤害的消费
者以及公司员工表示深深的歉
意，公司不会回避责任。

记者了解到，圆通速递目
前已经与该事件中受害者的
家属焦女士进行了接触，相关
赔偿将在警方出具责任界定
后进行。

据悉，事件发生后，圆通速
递开展了安全生产整顿，严格
执行收寄验视制度，提高识别
违禁品的能力。

但是，对于具体采取哪些
验视措施，圆通速递并没有列
出。

本报济南12月21日讯(记
者 李虎) 21日上午，记者从
东营市广饶县刑警大队二中
队了解到，圆通违规收寄危险
化学品致人死亡案件正在侦
破过程中，案件具体情况目前
尚不方便向外透露，案件侦破
后会向社会公布。

据潍坊市寒亭区警方透
露，涉事的潍坊捷顺通快递有
限公司中转中心负责人目前
已被广饶警方刑拘。

荆门市沙洋县熊兴化工
有限公司为何会通过快递的
方式运输有毒化学品氟乙酸
甲酯？记者了解到，该公司将
单件氟乙酸甲酯作为样品交

给快递公司运输是为了节省
运费。根据相关规定，此类有
毒液体应当交由具备资质的
危 险 化 学 品 运 输 公 司 来 运
输。

记者从沙洋县宣传部门
了解到，荆门市沙洋县熊兴化
工有限公司给山东潍坊某制
药企业邮寄的是氟乙酸甲酯
样品，由于样品只有一件，为
了节省费用，化工公司相关负
责人就决定把样品装在一个
塑料桶中通过快递公司运输。

一位多年从事危险化学
品运输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
绍，为了保证安全，对涉及危
险化学品运输的车辆以及装

卸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一般快
递公司的车辆和装卸根本无
法保证其安全性。像运输氰化
物一类的化学品在装卸过程
中，为保证安全，需要配合喷
洒苏打水。如果对运输化学物
品的属性认识不清，一旦违规
操作就很容易造成危险化学
品的泄漏。

“危险化学品的运输一般
情况下是按吨计算，如果不足
1吨也会按照1吨收费。由于是
单件运输，工厂选择快递运输
而不是找具备资质的运输公
司，至少能节省上千元。”该工
作人员说。

某快递公司一位高层人

士表示，根据国家邮政管理局
出台的禁寄物品指导目录，有
机溶剂、农药、双氧水这类易
腐蚀有毒性的物品属于快递
禁运物品。氟乙酸甲酯这类有
毒液体，如果寄件时快递员无
法判定液体的属性，需要寄件
人出具有国家资质的相应检
测证明保证其无毒无害才能
运输。

“快递公司不能运输没有
合法证明的不明液体。按照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等相关规定，化工厂应该将有
毒的液体交给危化品运输公
司来运输，而不是通过快递寄
件。”

发发件件人人说说没没问问题题，，打打火火机机都都能能寄寄
个别快递企业收寄违禁品曾致车辆自燃、人员伤亡

识别危险化学品

快递员没这能力
对于屡次发生安全事故，快递

行业有业内人士就表示，一方面快
递的业务员并没有识别复杂危险
品、爆炸品和危险化学品的能力。另
一方面，如果所有快递都要开箱验
视，会非常耗时，执行成本很高，部
分省市最后加盖验视章的要求也流
于形式，变成不验视而直接盖章。

快递服务质量难以提高、投诉
率居高不下，与快递企业传统的加
盟模式有着密切联系。此次出现问
题的“夺命快递”就是圆通下属两家
加盟商家造成的。

“目前各种形式的加盟使得从
业者良莠不齐，很多快递加盟商一
味追求利润，继续转包，甚至会有

‘三包’、‘四包’的现象。”一位业内
人士表示。 本报记者 李虎

律师观点

“夺命快递”事件，暴露出快递行业在物品验视环节
的严重疏漏。虽然关于快递业的法律法规比较完善，规定
禁止邮寄的违禁物品种类和严格的验视制度，但法律法
规在执行中却大打折扣。

“每个都要拆开看，还干活吗？”

邹鉴威在昆明一家学院
负责中通、申通、圆通和韵达
等快递公司在校园内快递包
裹的收发。在他看来，“夺命
快递”事件不过是公司倒霉
而已，“每家公司多多少少都
会碰到这种情况，只不过没
有被发现而已。”

邹鉴威说，他们碰到邮寄
液体、打火机等可疑物品后，最
多就是过问一下，只要回答没
问题就可以了。

“我一天接收1 0 0多个
快递，碰上‘双十一’或者节
假日甚至到两百多，每个都
要拆开看，还干活吗？”快递
员老刘说。

当前许多快递员收入都
是按件计算，多劳多得，增加
了验视和拆装环节后增加了
收件的时间，加上检查顾客
的物品也会导致多种不便，
在侥幸心理下，一些快递员
干脆省去了这个环节。

违反验视制度，多数企业并未受罚

我国专门规范快递市场
的 第 一 部 行 政 立 法 性 文
件———《快递市场管理办法》
明确了禁止寄递的物品种类，
要求快递企业建立严格的收
寄验视制度；对信件以外的快
件，当场验视内件，当面拆装。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

教授陈鹏飞表示，法律法规在
执行中却大打折扣。快递公司
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多不会对
快件进行验视。

监管乏力导致快递企业
“有法不依”。“目前多数违规
的企业并没有受到相应惩罚，
再完善的法律也难以奏效。”

刘兴亮曾用包装纸擦拭鞋上的黑色液体。（视频截图）

山东平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赵
金一认为，发货的荆门市沙洋县熊
兴化工有限公司发出此物品时，故
意隐瞒危险物质的品名，使得收件
快递公司圆通速递误发了危险物
质，发货人是故意行为，构成投放危
险物质罪，且造成严重后果。接货之
后的湖北圆通快递分公司等单位和
个人被蒙蔽，不承担刑事责任。

但是，当潍坊圆通分公司的工
作人员在受到该物品的伤害并追问
的情况下，他们已经意识到此物品
可能是危险物质，仅仅侥幸认为不
确定，丧失其职责，使得该危险物质
得以继续运输。赵金一认为，潍坊圆
通分公司的行为构成了过失投放危
险物质罪。

本报记者 李虎

发件企业构成

投放危险物质罪

圆通速递对于“夺命快递”发出的声明。

邮寄危化品，就会危害公共安全

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多
重因素影响，现实中快递公司
等邮政企业不执行或疏于执
行邮件收寄制度比较常见，一
旦存在邮寄危险化学品等行
为，某种意义上就会危害公共
安全。

北京市隆安(济南)律师
事务所律师周雷说，一些人注
重隐私，不愿接受邮寄快件验
视，尽管收寄验视是快递的关
键环节，但现实中执行难，一
些快递企业也存在不执行的

情况。
根据《邮政法》规定，邮政

企业应当依法建立并执行邮
件收寄验视制度。用户拒绝验
视的，邮政企业不予收寄。

山东省邮政管理部门有
关人士表示，近年来，由于寄
件者缺乏法律意识和安全意
识，个别快递企业没有严格执
行收寄验视规定，违法收寄违
禁物品造成车辆自燃、人员伤
亡的现象偶有发生。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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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命快递

延伸阅读

死者去世20多天

圆通未登门道歉

12月21日，刘兴亮接触染毒快递
死亡已有20多天，受害者家属仍未等
到涉事圆通速递公司的登门致歉，甚
至联系不到公司负责人。

“她最近太累了。”20日晚，受害人
妻子焦女士的姐夫杜先生在电话中
告诉记者。面对亲人离世的打击，焦
女士已经感到身心疲惫，现在暂时住
在了姐姐家。

“太不像话了，事情发生了这么
久，给我们家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可快
递公司从来没有来过，也一直没有给
个说法。”21日上午，刘兴亮的姐姐生气
地说，她告诉记者，事故发生后，涉事
的圆通速递公司从没有去看望过。

“大概是18日，在公安部门组织
的见面会上，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圆通
公司的代表，只知道他姓段，来我们
这里已有十多天，但从来没有主动联
系过我们。我们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
间迟迟没有出现，也没有处理结果，
他才说了一句致歉的话，我们认为，
他是完全没有诚意的。”受害者家属
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郝文杰 段学虎
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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