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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成本不断提升 单票价格持续下降

快递柜使用博弈：低价快递
“最后一公里”困局难解
本报记者 赵越 童海华 广州报道

记者调查发现，
由于目前国内
快递整体价格低廉，比如在部分电

的方式，来摊平每一件快递的配送
成本。而快递的低廉价格，又与近

商平台，不仅 9 块 9 可以包邮，甚至
5 块 9 都可以包邮，
快递每单均价也

年来，
电商下沉市场逐步被开拓，
大
量低价件涌入市场，
息息相关。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公

在迅速下滑。与此同时，近年来国

然而，
一方面是大量低价件让

众对于丰巢快递柜事件一个关键

内人工费用不断上涨。对快递公

快递行业利润迅速压缩，让每件快

低价低质“恶性循环”
记者也从多个平台发现，
低价包邮件已经成为常态。比如售价12元重量达到5斤的土豆，
全国包邮。

丰巢快递柜超时收费事件，不
断发酵。

每单给快递员派送费较低，
快
递员不配送上门，
似乎成为快递行业
争议点在于，明明应该送货上门的

司而言，增长的人工成本与迅速拉

递都送货上门显得“奢侈”；另外一

快递，凭什么放在快递柜？用户和

低的每单利润，
已经形成尖锐矛盾。

方面，是公众对于快递送货上门的

快递员之间的交易，快递柜凭什么

业内人士则分析，
快递柜、
驿站

巨大需求。如何在低价与服务之

横叉一脚？更让不少公众不解的

之所以兴起，
除了方便上班族之外，

间寻找平衡，已经成为整个行业关

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
快递都不送货上门了。

更在于目前快递市场需要这种高效

注的焦点。

价电商件涌入市场，
快递每单均价

2.5 元时代。2019 年，义乌快递业

不断被拉低。

迎来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价格战，

某种常态。然而，
这一切背后，
快递

浙商证券 2020 年 5 月研报显

价格战和低价包邮件的大行其道，
让

示，2020 年第一季度，韵达平均单

1.9 元。

快递行业曾经的生态被迫改变。
经常网购小商品的消费者嘉
嘉告诉记者，
现在网购小商品特别

价为 2.72 元，同比下降 21.15%；申
通平均单价为 3.16 元，同比下降
9.14%；圆通平均单价为 2.71 元，同

安信证券研报则显示，
义乌快递
单价的大幅走低从2018年开始，
同比
降幅达29%。2019年义乌快递平均

划算，不仅 9 块 9 可以包邮，甚至 5
块 9 就能包邮。记者也从多个平台

比下降 19.14%；
顺丰平均单价约为
18.5 元。

单价进一步走低，
同比下降20%。
随着快递价格战和低价快递

2020 年 4 月，全国小商品集散

件涌入，
快递员每单派送收入也断

发现，低价包邮件已经成为常态。

快递单价平均价格一度被压到了

人力成本“悖论”
比如售价 12 元重量达到 5 斤的土
豆，
全国包邮。

与同城配送高单价相反的是，
快
递行业配送则盛行
“薄利多销”
。

事实上，
近年来，
下沉市场，
低

地浙江义乌，部分快递甚至喊出
“每单 0.8 元，
义乌发全国”的口号，
快递价格战进一步加剧。

崖式下滑。
“几年前每单派送费有两块钱
赚，现在每单派送费连一块都不

据 行 业 媒 体 报 道 ，2013 年 6

到。”深圳一线快递员王明向记者

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快递员不

价市场已经成为各家电商发力的
重点市场。拼多多之后，
阿里也推

月，义乌快递的单均价为 6 元左

表示。王明表示，
原来每单派送费

派送上门现象愈演愈烈的背后，
是
快递公司给快递员每单派送费断

出针对相关市场的 App 淘宝特价
版。近期，连京东商城也推出 App

右。此后，
每年以 0.6~0.8 元的价格
下跌。2016 年，
义乌天天快递的价

两元的时候，他也是送货上门的。
但是现在，他只有大量派单，才能

崖式下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京喜，
发力下沉市场。

格 已 经 压 缩 到 2.3~2.8 元 。 2018

维持收入，
用快递柜大量派件也是

年，圆通快递的价格已经进入 2.3~

当下无奈选择。

随着相关市场被开拓，
大量低

是，每一件都送货上门的同城配
送，配送员每单的收入，已经远远

分层机制亟待探索
高于普通快递员。
丰巢快递柜超时收费事件，仍在不断发酵。

中新社/图

张明是一家劳务公司负责人，
他所在的公司，
负责帮助美团、
饿了

与同城配送高单价相反的是，

电话费？
”
张明如是分析。

运用快递柜实际上是快递末端一种高效的配送方式，
但是也需建立分层机制，
区分什么快递可以直
接放快递柜，
什么快递不应该直接放快递柜。

么等即时配送物流招募骑手。他向

快递行业配送则盛行
“薄利多销”
。

除此之外，
记者联系到一位快

记者表示，
在北京，
每送一单美团外

来自广州的快递员李磊告诉

递公司的基层管理人员。他告诉

低价电商件大量涌入、快递价

等。京东一般是满 99 包邮，不满

递柜。这些直接触发了消费者

卖，
外卖小哥可以赚 8 元；
每送一单
饿了么，
可以赚 7 到 10 元；
500 单以

记者，目前他所在公司每派送一

记者，现在招快递员十分艰难，劳

格战、快递员派件收入降低、公众

99 需要 5 元运费，或者购买京东

的不满。此次丰巢快递柜宣布

动力市场风向完全转变。以前可
以对快递员施行相关奖惩手段，
现

抱怨快递服务质量下降，
不经用户

168 元每年的会员享受包邮；顺丰

超过 12 小时收费，更是让这种不

下每单 7 元，500 单开始，每单价格

单，收入不到一元，一般放快递柜
还要 0.3 元到 0.45 元不等的费用。

同意直接扔快递柜……快递行业

平均单价则为 18.5 元，远高于市面

满发酵成愤怒。

开始上涨到 8 元；
后续派单越多，
单
价也会相应上涨。

但是为了多派件，节省时间，大家
还是会将快递放到快递柜或者驿

在很难。
“ 现在如果我们对快递员
做什么惩罚，
快递员很可能直接就

种种问题，
全部集中在最后配送环

上部分平均单价不足 3 元的快递。

“应该在电商端或者以其他形

站。李磊表示，
每天通过这样的方

不干了，
我们再去找人也很难。
”该

节大爆发。
上述快递公司管理人员甚至

中国物流学会常务理事徐
勇认为，运用快递柜实际上是快

式建立分级机制，
不同商品选择不
同服务，送快递柜是一种价格，不

派单量在外卖员中算中等。我们区域
的单王，
每天甚至可以七八十单。
”
来

式，
派送 400 多件。
“快递员现在靠派件根本赚不

管理人员表示。
上述说法也得到张明的证实，

认为，现在让大家去快递柜取件，

递末端一种高效的配送方式，但

送快递柜是另外的价格，
通过价格

实际上是消费者和快递公司各退

是也需建立分层机制，区分什么

杠杆调节，
兼顾效率和服务。
”徐勇

自北京的外卖小哥向记者介绍。

了太多钱，
主要靠收件提成。所以

“我们已经不愿意帮快递公司招人

一步，
一方面快递公司节约派件成

快递可以直接放快递柜，什么快

如是分析。

他们也愿意把东西放快递柜节省出

了，因为比如我们帮助他们招 100

本；另外一方面消费者自己取件，

递不应该直接放快递柜，让消费

记者表示，
他每单赚 6.5~7 元，
每天

来时间收件。
”
张明向记者透露。

个人，常常一两个月就流失 80 个，

虽然要自己拿上楼，但是享受低

者自主选择。

配送 35~40 单。
与外卖小哥收入相对应的是，

按照合同我们也赚不到钱”
。另外，

价。
“ 中国快递的费用几乎是全世

实际上，记者也在部分社交

价格和快递价格分开。因为目前

递柜子之前甚至不愿意给消费者打

张明还向记者透露，
目前在外卖和

界最便宜的了，
现在人力成本增长

媒体上发现，不少消费者网购重

电商直接包邮，
一般都会选择价格

快递员之间，
一般都是年纪偏大的
选择做快递员。因为收入差距，
年

这么厉害，
只能这样了。
”上述快递

货或者大件快递，未经同意直接

最低的快递，
这样消费者对于快递

消费者一般会付出一定运费，5 元

电话同意，
也是因为高昂的时间成本
和电话费成本。
“快递员每派送一单

起步，
但是部分外卖店家会给消费

就赚几毛钱，
公司也不给报电话费，

轻力壮的小伙子多选择即时配送行

公司管理人员如是分析。
记者了解到，除了外卖，目前

被快递员投进快递柜。另外，也
有消费者表示，自己网购较为贵

实际上没有什么选择权。给消费
者自主选择快递品牌的权利，
也能

者运费补助。

他每单都确认同意要花多少时间和

业，
传统快递员流失严重。

依然送货上门的快递有京东、顺丰

重商品，也被快递员直接放进快

间接促使快递公司改善服务。

“我每天可以配送四十几单外卖，

来自广州的外卖小哥李华向

在广州，
每单外卖，
根据距离远近，

另外，
张明分析，
不少快递员投

同时，徐勇还认为，目前电商
卖家包邮形式，
可以尝试改成商品

大连圣亚多事之秋 近期违规增持两股东曾合伙开办企业
违规增持股东曾合伙办企业
本报记者 庄灵辉 童海华

记者梳理发现，大连圣亚近期

依据合伙协议约定，大连圣亚

涉及违规增持的杨子平与磐京基
金两股东之前曾合伙开办企业。

磐京基金包括的合伙人为磐京基
金、大连圣亚和浙江创新发展资本

省国资委。
而杨子平、磐京基金和浙江省
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三家曾共

杨子平作为大连圣亚股东董事，近
期行事也颇为高调。今年 4 月，股

实际上，除增持公司股份外，

加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提案内容包
括罢免董事长王双宏、副董事长刘
德义，并提名杨奇、陈琛、孙艳为非

北京报道

继控股股东所持所有股权
大连圣亚 2017 年 7 月发布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创

同参股成立过一家有限合伙企业，

东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郑磊为独立

一份《关于发起设立大连圣亚磐京

新”
）等三方，其中大连圣亚认缴出

名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庆成股权

下简称“迈克集团”
）提名崔惠玉为

董事候选人。杨子平认为，王双宏

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00593.SH，以下简称“大连圣

基金的进展及对外投资公告》显

资 2500 万元，磐京基金认缴出资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大连圣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进行

作为迈克集团总裁及迈克集团向

亚”
)近期两则本不特殊的人事

示，为推动公司业务发展，拟发起
设立大连圣亚磐京投资合伙企业

5000 万元，浙江创新认缴出资 3000
万元，除磐京基金外，另外两合伙

其中杨子平持股 62%，浙江省发展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 37%，磐京

董事会决议，杨子平投弃权票，并
认为由已经在减持上市公司股票

董事会推荐的董事，在其任职期间
未能清晰规划公司战略发展路径，

人均承担有限责任。

基金持股 1%，而磐京基金是该企

的股东继续提名并且担任独立董

未能良好管理公司，不能胜任公司

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工商证照

事不利于上市公司的发展，也不符

董事长职务，不适合继续担任公司

合常理。

董事。而提议罢免刘德义的理由

被司法轮候冻结后，大连圣亚

变动持续引起波澜。
（有限合伙），拟募集资金 30 亿元人
日前，
大连圣亚董事吴远明
民币投向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
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
独立董事党伟因
连任届满离职，
由此引出大连圣
亚后续多次董事会决议矛盾。

浙江创新的股东中，有一家名

优质旅游资源开发项目和现代文

为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信息显示，该企业合伙期限为 2016

化旅游服务业项目。

该公司的疑似实际控制人为浙江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1 月。

个月内增持不低于 3%，但不超过
10%的公司股份。

权。在两度延期之后 ，大连圣亚
才回复上交所问询 ，在回复中磐

行动人合计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大连圣亚已发行股份的 5%时，未

亚股东董事杨子平也宣称未来 12
个月内，在已持有公司 212.7269 万

2019 年年初以来，大连圣亚十大股

7 月 26 日晚，
大连圣亚披露，
磐

京基金表示 ，无意获取大连圣亚

停止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违规

股的基础上，拟使用自有或自筹资

东中有五名减持，上述迈克集团更

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于 7 月 18 日

实际控制权。

增持的数量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金择机再增持公司股份 3%~10%。

是多次减持，如今其持股比例已从

至 26 日间，通过上交所集中竞价交

实际上磐京基金已涉及违规

0.24%，且未完整披露一致行动人

而杨子平在增持大连圣亚过

去年 2 月的 8.39%减至 3.84%。但
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子平

易系统，合计增持大连圣亚 629.29
万股，占大连圣亚总股本的 4.89%。

增持，去年 7 月 5 日，磐京基金披露
其近期第一次增持信息时称无一

的相关信息。
但磐京基金并未停下增持步

程中涉及窗口期违规增持。据公
告披露，杨子平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

近来则不断增持。

今年 4 月 28 日，杨子平提出增

亦与此类似。

两股东违规增持

股东大会召开前，
大连圣亚股东
董事杨子平临时增加提案提议
罢免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并

实际上，近年来大连圣亚主要
股东中多有减持，Wind 数据显示，

推举新的董事候选人，
股东磐京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磐京基金”
）也
临时推举新的董事候选人，
这些
动作不仅导致大连圣亚股东大

至此，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的

致行动人，去年 7 月 15 日才修正称

伐，去年 7 月，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

公司窗口期首日在二级市场买入

早在去年 7 月 4 日，原本合计

合计持股比例达到 15%。原本横跨

存在一致行动人。

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至 15%后，又称

了上市公司 334122 股股份，约占上

持股仅占大连圣亚总股本 4.41%的
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就开始

一年的增持计划，举牌方在短短 7
个交易日便迅速完成。

今年 3 月，因磐京基金及有关
责任人曾于 2019 年违规增持，并且

未来 12 个月内拟再次增持最高不
超 过 公 司 已 发 行 总 股 本 5% 的 股

市公司总股本的 0.26%，其表示是
因“本人粗心疏忽”所致，承诺对于

增持大连圣亚。7 月 14 日，磐京基

磐京基金的增持引发了上交

信息披露前后不一致，上交所对磐

份。至今年 5 月，磐京基金持大连

此次窗口期增持的 334122 股股份

金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 5.13%。但很快

所关注。去年 7 月，上交所发函问
询磐京基金增持公司股份的真正

京基金及其股东毛崴、韩淑琴予以

圣亚股份比例已达 16.56%。
而涉及违规增持大连圣亚的不

于 12 个月内不进行减持，在 12 个

这一增持计划就调整为在未来 12

意 图 ，是 否 有 意 获 取 公 司 控 股

通报批评，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
案。上交所称，磐京基金在与一致

会延期召开，
还再度引起上交所
关于公司实控权的问询。截至
发稿，大连圣亚已两度延期，至
今未能回复上交所问询。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发
现，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
杨子平近期均披露了对大连圣

仅有磐京基金，去年 12 月，大连圣

月后出售时如有收益，所有收益归
上市公司所有。

过质押。

亚的增持计划，且在增持过程
中均涉及违规。至记者发稿，

控股股东股份遭冻结
公告披露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股比例为 16.56%，

天眼查信息显示，大连圣亚原

3.19 亿元，其中景区门票收入约为

亿元的大白鲸千岛湖文化主题乐

改造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租赁业务

较去年 7 月第一次增持前增加

名大连圣亚海洋世界股份有限公

2.81 亿 元 ，占 营 业 收 入 比 重 达

园水下世界项目。4 个项目合计预

提供担保的融资出现欠款纠纷，星

自去年大连圣亚控股股东所有

12.15% ，杨 子 平 持 股 比 例 为
3.78%，
较增持前增加 2.13%。

司，前身为大连圣麦尔索海洋世界
有限公司，
于 1994 年 1 月设立，
1999

88.23%。且目前大连圣亚在运营
的项目仅有两个，分别是位于大连

算金额约 20.24 亿元，虽较 2019 年
半年报减少约 4.73 亿元的预算，但

海湾投资所持大连圣亚所有股权
被司法轮候冻结，冻结期限为 2019

股权被司法轮候冻结以来，业内关
于大连圣亚
“易主”
风险增加的声音

年 9 月 19 日至 2022 年 9 月 18 日。

不断。今年 4 月，更是有公司董事

记者了解到，
刚刚离职的吴

年整体改制，
2002 年于 A 股上市，
主

的圣亚海洋世界核心景区和哈尔

资金投入仍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且

远明所任职企业与大连圣亚控

营业务为建设、
经营水族馆、
海洋探

滨极地馆。

资金来源均为自筹或借款，大连圣

股股东同属大连市国资委监管，

险人造景观、
游乐园、
海洋生物标本

2019 年年报显示，大连圣亚有

而近期违规增持大连圣亚的两
股东磐京基金和杨子平曾与一

陈列馆、
船舶模型陈列馆等。
作为一家上市多年的旅企，目

家有浙江省国资背景的企业共
同成立一家有限合伙企业。

此后直到今年 3 月底，大连圣

在董事会决议会议中直言：
“控股股

亚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

亚又陆续发布多份关于控股股东

东在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席位中只占

4 个在建项目，分别是预算约 2.46
亿元的哈尔滨极地馆二期项目、约

而去年控股股东所持所有股
权被司法轮候冻结对大连圣亚来

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所涉
案由均与上述案由类似，只是星海

有一个席位，无法发挥国有第一大
股东在上市公司中的作用。
”

前大连圣亚的主要收入来源只有

9.48 亿元的镇江大白鲸魔幻海洋

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去年 9 月，大

湾投资提供担保的下属企业不

就相关情况，记者致电致函大

场馆门票的销售收入，2019 年年报

世界项目、约 4.74 亿元的营口鲅鱼

连圣亚发布公告称，由于星海湾投

同。而星海湾投资被轮候冻结的

连圣亚方面，但截至发稿，未获有

显示，大连圣亚当年营业收入约为

圈大白鲸世界海岸城项目、约 3.56

资为其下属企业大连胜利路拓宽

股份实际上已于 2018 年全部进行

效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