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11临近，除了各商家的
福利派发，很多消费者也很关
心一个事：在双11期间剁手买
的东西，什么时候能送到自己
手中。其实对于双11，快递公
司的重视程度，比消费者有过
之而无不及，每年都早早地出
台各种应对措施。今年当然也
不例外，只不过今年的应对措
施，让消费者体会到的更多的
是五味杂陈。

10月 11日，某快递官网
发布通告，经过综合考量后决
定，从11月11日起在全国范
围启动旺季中转费和派费调节
机制。具体费用调整幅度，由
当地服务网点根据总部指导建
议并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实施。
10月 28日，又一快递官网也
发布通知称，自11月9日起对
快件价格予以调整。另外一些
快递公司资费调整的消息也不
时传出，虽然记者在官网上没
有找到相关消息，但双11快递
资费要涨的消息已经在消费者

中引起了关注。
实际上，这并不是快递企

业第一次在双 11前夕调价。
2015 年双 11 之前，“三通一
达”都曾下发内部通知，将派送
费最低标准上调至 2 元/件。
2017年，中通与韵达也曾宣布
上调快递费用。虽然从目前的
通知来看，调整的派件费只是
快递公司内部结算的费用，和
普通消费者没有多大的关联，
但不少消费者担心，羊毛出在
羊身上，这笔费用最终可能还
是要出在消费者身上。

记者在向各家快递员工了
解目前的资费的时候发现，郑
州地区目前还在执行以前的价
格，但确实听说了价格调整的
风声，双 11期间具体怎么变
化，还在等公司的通知。不止
一家快递公司员工如是回答记
者有关价格的提问。

市场经济下，利润是企业
的终极目标，但通向目标的路
却有很多条。在纷纷提价应对

的当口，也不缺乏逆行者的身
影。苏宁易购就是其中最坚定
的一个。

早在今年418大促期间，
苏宁就曾经承诺基础运费将保
持5元，3年不涨价。而半年后
的双11，苏宁又放大招：11月
1日至11日，苏宁自营产品将
实现运费全免。苏宁也是首家
在大促期间明确表示自营运费
全免的电商。苏宁易购总裁侯
恩龙在宣布该项政策的时候表
示，“占用户便宜的大促，缺少
最基本的真诚”，而运费不涨价
甚至降价，则是“苏宁服务该有
的温度”。

苏宁此举，也引来市场的
一片争议。有人认为是争夺眼
球的噱头，有人认为是烧钱抢
市场。对此，侯恩龙表示，苏宁
之所以推出这项措施，其实是
这几年苏宁自建物流、门店带
来的红利。不同于物流公司的
仓储和加盟店，也不同于大多
数电商线下是短板，经过多年
的积累，到今年双11，苏宁在
全 国 的 门 店 将 超 过 10000
家。而在双11期间，这些智慧
门店就可以化身一座座小型仓

储，前置仓、门店仓等多种仓储
形式迅速铺设，订单不再单一
从仓库发出，而是采用各类门
店就近发货的形式，降本增效
是苏宁让利用户的最大底气。

侯恩龙透露，双11期间，
除自营产品运费全免外，苏宁
物流的产品体系正在完善，精
准化配送将进一步加强。准时
达、准时取服务全面升级，覆盖
全国100个城市，正逆向全方
位包围消费者。“苏宁物流以强
大的仓储基建为后盾，‘行龙一
号’无人重卡、‘卧龙一号’无人
车与无人机组成无人军团，24
小时链接前后方。苏宁小店则
有望成为整个物流网的触角，
100米直抵消费者，每一步，我
们都在离消费者更近。”侯恩龙
表示，这才是苏宁敢于“逆行”
的底气所在。

对双11前夕截然相反的
两个市场手段，消费者和业内
人士的看法也是不尽统一。

作为一个资深的剁手党，

张琛就对快递涨价颇有微词：
“以前快递涨价还说明成本、人
工加重什么的，现在倒好，一句
综合考量就代替了。倒不是不
能涨价，经营成本增加都可以
理解，只是卡在这个关口涨价，
难免让人感觉趁火打劫。”

业内人士的看法则是更多
地从行业出发，落脚于未来市
场的竞争。曾经长期从事物流
管理的刘先生就表示，双11是
全年物流包裹量最大时期，消
费市场对价格上涨一直有担
忧。涨价对快递行业来说，其
实也是一个双刃剑，在提升收
入的同时，也会伤害客户的忠
诚度。当然，各个企业面临的
情况也不一。苏宁敢于承诺双
11不涨价，是苏宁物流对服务
的重视，得益于多年来苏宁物
流对整体运营能力的调度、把
控及多元化仓储布局、科技智
能化水平的提升，这种措施有
助于企业抢占市场份额，是打
响物流品牌大战的先手。当
然，至于最终的市场效果，“出
水才见两脚泥，双11过后的市
场业绩才是最好的试金石。”刘
先生说。

双11物流大战谁能笑到最后？
向左涨价向右降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亦舒 龚旭

一年一度双11，狂欢未至，快递市场已经暗潮汹涌，临战气息越来越浓，有人上调资费应对竞争和高峰；有人则祭出降
费甚至免费出大招来打动人心；两个截然相反的市场竞争策略背后，当然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幕后。当然，至于说谁能在最
终笑揽胜果，还需要市场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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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
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 31
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
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
议。

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
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
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

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
露。对此要高度重视，增强预
见性，及时采取对策。会议指
出，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是长期
和短期、内部和外部等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我国经济正在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外部环境也发生深刻
变化，一些政策效应有待进一

步释放。
会议强调，面对经济运行

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
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大改革开
放力度，抓住主要矛盾，有针对
性地加以解决。要切实办好自
己的事情，坚定不移推动高质

量发展，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做好稳
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
稳投资、稳预期工作，有效应对
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确保经济
平稳运行。要坚持“两个毫不
动摇”，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研究解决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围

绕资本市场改革，加强制度建
设，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资本市
场长期健康发展。继续积极有
效利用外资，维护在华外资企
业合法权益。要改进作风，狠
抓落实，使已出台的各项政策
措施尽快发挥作用。

河南“招才引智大会”圆满结束
全省人才引进绿色通道现场办入职9361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瞧

本报讯 10月31日上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中
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
会组委会办公室获悉，截至10
月28日下午，大会开幕式、中
原人才发展高层论坛，10个专
题活动、6个河南行活动圆满
完成。在此基础上，各专场活
动承办单位举办各类分论坛、
对接洽谈、研讨咨询等活动43

场 ，参 加 嘉 宾 和 各 类 人 才
15000余人次。

通过大会官网，共征集到
全省 6544家用人单位 83162
个岗位需求信息。大会网络平
台投送求职简历12.7万份，其
中 31434 人达成初步用人意
向。

大会现场有2100家用人
单位提供岗位66813个，累计

入场10.4万人次，共接收简历
124730 份 ，达 成 签 约 意 向
42634人。

大会累计发布人才需求项
目1633个，经积极对接，各专
场现场签约项目852个。

全省通过事业单位人才引
进绿色通道，现场办理入职手
续9361人。通过绿色通道现
场签约拟引进人才8987人。

@高校毕业生：
1.7万个岗位的招聘会将启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瞧

本报讯 10月31日，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省
人社厅获悉，“第六届全国
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
业生（秋季）巡回招聘会河
南站”活动将于11月17日
在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
院CUBA训练营举办。本
次全国巡回招聘会“河南
站”拟设展位600个，将提
供岗位1.7万多个。

截至目前，已有近400

家企事业单位报名参会，拟
设展位600个，聚焦毕业生
实际需求。上百家省内外
知名品牌企业已加入到本
次招聘活动中。涉及机械、
电气自动化、计算机、工商
管理、人力资源、金融、国际
贸易、医学等多个专业，涉
及IT、房地产、机械、通讯、
物流、电子、新材料、新能
源、医药、教育、食品、餐饮、
环保等多个行业。

有效应对变化 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部署当前经济工作

资费调整
通达系快递涨声涌动

逆向而行
苏宁易购“不收一毛钱”

孰对孰错
市场才是最终试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