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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见习记者 韦玥

广告

为何涨？
人力物料成本都在增加

对于涨价原因，韵达速递的告客户书提
到：“受人力、物料以及运营成本攀升等影
响。”中通方面给出的涨价理由，与韵达基本一
致。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力成本的增加，
是快递行业一直面临的挑战。随着中国快递
业进入“单日亿件”时代，快递员的工作压力越
来越大。根据第三方机构调查，约 70％的快
递员表示不堪重负。

要稳住快递员队伍，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增
加其派件收入。在此次宣布调价前，已有快递
公司宣布上调派费标准，1公斤以内每票加收
0.2 元。作为快递成本的一部分，派费上调必
然会传导到快递价格中去。

包括纸箱、打印面单在内的物料成本增
加，则是今年以来的突出现象。今年 9月，国
内最大瓦楞纸箱原纸企业玖龙纸业宣布提高
瓦楞纸箱原纸的价格。统计显示，近一年来，
瓦楞原纸的价格上涨了七成左右。由此带来
的结果是，一个纸箱售价因此涨价0.2至 0.5元
不等。

由于“双11”将至，此次涨价的时点也值得
细究。快递物流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分析，今
年是快递企业集体上市之后的第一个“双
11”，一旦出现服务问题，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
响很大。涨价一方面可以缓解成本压力、稳定
服务质量，同时还能实现利润承诺回应投资者
期待。公开数据显示，宣布调价后，中通快递
股价一度上涨5％以上。

涨多少？
有网点表示一票涨一元

对于具体的调价幅度，中通和韵达均没有
给出具体数字，称“具体情况咨询当地网点”。
中通表示，因各地成本结构费率不同，具体调
价幅度，由各网点根据当地市场和经营情况进
行合理调整。

“上海到北京，寄一票普通快件（1KG 以
内）是 12 元，现在价格还没有调整。双 11 前
应该会上调，大概一票涨一块。”上海浦东北蔡
镇一家中通网点负责人表示。

别小看这一块钱，中信证券测算显示，
预计今年 11 月快递业务量规模约为 50 亿
件，平均单价提升 0.5 元，行业毛利多增 25
亿元。

价格涨了，服务质量能不能跟上，这是
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国家邮政局统计显
示，今年 8月，消费者关于快递服务的
有效申诉达 13309 件，同比增长
17.3％。其中，丢失短少、延误等
服 务 问 题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8.7％、27.5％。

“其实，并不是特别
在乎多掏一两块钱，
但快递的服务质
量 确 实 要 提
升 。 有 时

候，货还没收到，却显示已经签收了。还有一
次，发生过寄件丢失的问题，索赔起来也是费
时费力。”上海的消费者黎赟说。

韵达速递副总裁赖世强表示，快递的服务
质量，重点体现在末端派送环节。“双 11”期
间，为了保证服务质量，韵达将投入几千万元
到各个基层网点。通过网点的绩效激励机制，
来提高快递员的积极性。”

影响几何？
逐步从跑量转向求质

此次发布调价通知的中通和韵达，按上半
年业务量计算，分别是市场占有率第一和第三
的快递企业，在行业内拥有较大的影响力。“除
了顺丰这种走高端路线的企业，其他快递公司
预计后期也会跟进。”业内人士表示。

快递提价，除了缓解成本压力、保证服务
质量，对整个行业的走向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公开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6年，我国
快递平均单价从 15.69 元／件一路降至 12.71
元／件，基本上保持着“每年降一块”的幅度。
以低价抢占市场份额，过度依赖电商件，导致
基层网点劳动强度大但收益甚微。“涨价找死、
不涨价等死”的说法，形象地描述了快递行业
深陷价格战的窘境。

不过，六大快递公司集体上市后，行业格
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集体上市后
靠价格战追求市场份额的行为告一段落；另
一方面，三四线快递公司大量退出市场，新进
入者已不构成威胁，行业发展进入相对稳定
期。”中信证券表示，经历多年“双 11”后，主
要快递公司越发追求网络稳定和服务质
量，逐步放弃降价换量的行为，涨价就是
明确信号。

“涨价直接目的是对冲成本压
力，根本目的是帮助快递企业迈
出摆脱低价红海的第一步，
并且这一步要和服务质量
同步提升。”中国物流
学会特约研究员杨
达卿说。

据新华社

市民
随手扔的快递箱能换钱

平日里，程女士一家常把要扔的垃圾放在门
口，以便出门时带到垃圾桶。但最近一个月却发生
了奇怪事，放在门口垃圾和快递箱总是不翼而飞。

10月11日，记者来到程女士的小区，发现
一位大妈拖着两个编制袋，再拉着一摞纸箱往
外走。根据观察，这些纸箱上面缠着快递公司
的胶带，规格有大有小。记者赶忙上前询问，
大妈大方地回答，一些纸箱是家里买东西剩
的，一些则是邻居们遗弃在门口的快递箱。“我
帮他们把垃圾扔到垃圾桶，纸箱就自己拿来卖
了。”原来，她帮忙倒了垃圾，纸箱就被当作了

“报酬”。最后，记者跟随大妈到了小区外的一
家废品收购站，废纸箱上秤称重为18斤，收购
员罗女士快速摸出16.2元钱。大妈喜出望外：

“现在这么贵了呀，以前才4毛一斤。”

废品站
一吨至少能多挣两百元

从事废品回收快20年的罗女士也是第一次见
到这样的涨势。她告诉记者，最近回收价格一天有
时三连涨，一次涨两三毛钱的情况时有发生。

不过，看着价格不断走高，罗女士一直采
取当天收第二天卖的模式。她说，按照目前的
涨价趋势，一吨至少能多挣两百元，就算每天
只能收到六七吨，这都不是一笔小数目。

在罗女士的店400米外街角处，还有另一家
废品回收站，其老板王先生就囤了几吨废纸板。
由于下雨，他用塑料布搭了个简易雨棚。他说，

半个月前废纸箱开始慢慢涨价，自己提前卖
了，按现在价格来算，少挣了近2000元，十

分后悔。说着说着，王先生的电话响了，
他看到来电显示，一下就笑了，说：
“是厂家，肯定涨价了。”

记者获悉，截至10月11日
下午5点左右，重庆废纸回收

价从1.95元/公斤升至2.1元/公斤。王先生上次少
赚的2000元，这次能挣回来了。

网店老板
纸箱成本涨了利润少了

对于电商而言，成本除了产品本身制造费
用，还要包括产品的纸质包装盒与快递所需的
瓦楞纸箱，在定价长期不改变时，成本越高意
味着利润被压缩。因此纸价的变动，使得一些
电商的心情随之波动。

90后的小叶开了一家网店，主要经营化妆
品和海外零食。前期为了拉客源，产品定价较
低还包邮，还尽量提供免费写贺卡和礼品盒包
装服务，利润本就不多。以前快递纸箱普遍1.2
元，现在涨价到近2元，这让他有些吃不消了。

他告诉记者，生意好时一个月发1000多件，
箱子每次买500个，现在每周甚至每天一个价，一
个月利润少了近1000元。“以前我不囤纸箱，嫌
占地方，下个月就是‘双11’，我咬咬牙买了2000
个，再涨下去恐怕只能给每件东西提价了。”

快递网点
纸箱不够去废品站淘货

“双11”即将到来，大小电商摩拳擦掌，准
备打折备战。另一边，提供免费纸箱的快递网
点却遇到了些麻烦。

记者走访了百世汇通、韵达、安能快递等区
域收发点，上述门店员工告知，有二手快递箱提
供给客户免费用，但数量不多，用完了客户只能
买新箱子，3~5元一个。对于“双11”快递箱需
求的增加，他们有一丝担忧，一些小店平日寄件
不多，能应付，可“双11”期间寄几十个，就需要
快递点帮忙包装，箱子可能不够。

一位快递员透露，快递一般放在门卫处，客
人拿回家拆，再加上客户寄快递不喜欢花钱买
包装，碰到寄件增加，他们只能去废品收购站淘
货，买看起来新点的，两元可买四五个。

双
11

快递公司接连调价
涨多少？

为何涨？影响几何？
继中通快递10日率先宣布调价后，11日韵达速递在官微发布告客户书，宣

布即日起对快件价格进行调整。在离“双11”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三通一达”
中的两家企业接连调价，在行业产生重大反响之余，也吸引诸多消费者的关注。

废纸收购价上调
瓦楞纸价格暴涨

“疯狂的纸”怎么了？
“双11”下月才到，而包裹所用的纸箱主要原料纸板，现在就身价翻倍。10

月6日~8日，全国40家造纸厂中有31家上调废纸收购价，涨幅在20~200元/
吨。原纸也身价暴涨，其中瓦楞纸涨幅最大，由去年10月14日的3105元/吨涨
至现在5300元/吨以上，涨势最低达七成。

10月11日，东莞玖龙纸业发布10月份的第二次涨价通知，牛卡
纸、瓦楞纸、再生纸，白面牛卡（个别克重价格不变）再次提涨100~

200 元/吨不等。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瓦楞纸、箱板纸的主要原
材料为废纸，而快递纸箱以瓦楞纸为原料。如今国内快递日

单量达到1亿，导致了市场对瓦楞纸箱需求的激增。另一
方面，由于环保新政的实施，国内纸箱厂从 2010 年的

3300 多家减少到目前 2000 家左右，供应减少了，需
大于供，价格自然上涨。此外，国务院办公厅 7

月发布《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
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明确禁止进口来

自未经分拣的废纸。另据中国纸业网消
息，对于10月中下旬的纸箱原纸价格

走势，目前业内人士呈现出截然不
同的预判。看涨派认为，随着

“双 11”及春节旺季的来临，
纸价保守估计上涨幅度

为 200~400 元/吨。看
跌派认为，不排除

10月中下旬价格
企 稳 甚 至 微

幅 下 跌 的
可能。

今年“双11”还
没到来，快递企业就
传出涨价声音，而快
递包裹所用的纸箱
也身价翻倍，成了废
品中的“黄金”。旺
季临近，快递行业调
整价格也属于正常，
无须过度惊诧，消费
者希望的是，适当价
格回归，能够带来更
多元的产品和更高
品质的服务，企业的
责任感能够更强。

快递物
流板块率

先发力

国 元 证 券 投 资 顾
问 何 锦 晖 表 示 ，在 距 离

“双 11”仅有一个月之际，快

递巨头相继
调 价 ，也 是 备

战“双 11”的信号
之 一 ，公 开 数 据 显

示，我国规模以上快递
业务量持续保持在高位，

今年前 8 个月合计达 237.87
亿件，月均 29.7 亿件，除了一月
份，其余每个月都实现两位数
以上的同比增长。此外据国家
邮政局数据，2016 年双 11 期间
共揽收快递 11.2 亿件，今年普
遍预计双 11 件量超过 10 亿件，
因此快递量将出现暴增，快递
业涨价或对其业绩有积极的影
响。随着行业旺季的来临，快
递物流板块在四季度仍将拥有
较高的投资价值，建议投资者
重点关注差异化竞争优势明显
的快递行业龙头股。

潜力个股：顺丰控股、圆通速
递、春秋航空。

电商平台获核心催化剂

“双 11”对于电商平台无疑
是盛宴，庞大的成交额电商平台
是最先从中享受到的红利方。
2016 天猫“双 11”全球狂欢节交
易额冲破 1000 亿元，正式进入

“千亿时代”。若今年“双 11”销
售数据能够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或
超预期增长，将是板块短期的核
心催化剂。

国泰君安投资顾问张涛认
为，2017 年电商凸显品牌红利优
势，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随
着电商旺季来临，电商板块投资
机会将进一步凸显，当前国内网
络购物市场保持快速增长，线上

购物体验不断提升，跨境电商业
务迅猛发展，电商促销盛宴“双
11”已进入备战时间，而“双 11”
除了使得电商平台自身受益，还
将带动一系列子板块的崛起，如
支付、网络安全、云计算、大数据
等板块都有可能因为“双 11”概
念而获得投资者的关注。

潜力个股：开润股份、南极电
商、太平鸟。

网络新零售望反复活跃

除了电商平台，网络新零售类
上市公司在“双11”期间获得市场
的炒作也是应有之义，与此同时，
零售类上市公司的三季报预期也
较为理想，比如王府井三季报预
计收入保持 13%左右增长，净利
润增速25%以上。重庆百货预计

三季报净利
润 增 长 28% 。
百联股份三季报净
利润增速有望持平或
转正。

申万宏源投资顾问谭
飞表示，2017 年以来我国网
络零售增速止住下滑态势，稳
步回升，整体进入平稳增长成
熟阶段，网络零售企业之间竞
争从增量扩张转入存量开发，
注重融合、生态、创新和数据的
全面提升。电子商务的蓬勃发
展也使我国在全球竞争格局中
实现弯道超车，逐步辐射海外
市场，影响力日益扩大。下半
年网络零售规模或将随着“双
11”、“黑五”、“双 12”等电商促
销 大 节 的 开 展 出 现 进 一 步 增
长，预计网络新零售概念股将

持
续 受
到 投 资
者关注，线
下 超 市 龙 头
受益显著。

潜 力 个 股 ：永
辉超市、苏宁云商、跨
境 通 、王 府 井 、重 庆 百
货。

三大板块迎来炒作契机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扬帆

随着近日两大快递企业的涨价，业内人士认为，从提前
布局的角度看，从现在到“双11”前的这一个月中，快递物流、
电商平台以及网络新零售题材股值得投资者持续关注。

快件
涨价

纸价
上涨

A股
市场

嘉民重庆空港物流中心，工作人员在韵达快递堆满货物的仓库内忙碌。 （资料图片） 市民在卖快递包裹废纸箱 见习记者 韦玥 摄

原纸价格或许还要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