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月30日上午，第十
四届全国运动会河南省代表团成
立暨出征动员大会在郑州举行。
现场，副省长、河南省代表团团长
霍金花向代表团授旗。大会宣读
了《关于成立第十四届全国运动
会河南省代表团的通知》，回顾了
河南籍运动员参加东京奥运会的
成绩。

据了解，本届全运会河南省
共有包括奥运选手在内的466名
运动员参加竞技体育项目28个
大项、225个小项的比赛，在空手
道、散打、自行车、射击等项目上
具有竞争优势。同时，河南省还

将承办全运会场地自行车项目
决赛，承办了羽毛球、跆拳道、散
打、田径等竞技体育项目资格
赛，以及乒乓球项目群众组比
赛。

全运会是我国规模最大、项
目最多、水平最高、竞争最强的综
合性体育赛事，河南省代表团将
面临异常激烈的竞争。省体育局
局长万旭表示，第十四届全运会
备战工作启动以来，全省体育系
统认真落实新周期竞技体育规
划，本届全运会的目标是：“成绩
处于中西部省（区、市）领先位次，
力争位次前移”。

快递派送费上涨1毛“补贴”小哥收入
剁手党：羊毛出在谁身上？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侯冰玉

8月29日，一则消息刷屏网络：中通、申通、圆通、韵达、百世和极兔六
家快递企业全网派费将上调0.1元/票，用以“补贴”快递员的收入。按照快
递员人均每天派件200件计算，有望为快递员每月增加约500元的收入。

对于这一现象，快递公司、快递小哥、消费者分别怎么看？8月30日，
大河报记者展开了深入采访。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玮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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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 300834元，中奖
总金额为1838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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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2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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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20965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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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一定会涨。”郑州市民
赵先生告诉记者，公司给快递小哥
补了这一毛钱，可能就要从消费者
身上“挖走”更多，多出的钱会由消
费者负担。“我倒觉得不一定会涨。”
市民刘女士告诉记者，感觉上涨1
毛钱对消费者来说影响不大，应该
不会直接反映到快递价格上。

郑州市快递协会会长张要仁告
诉记者，近些年，快递行业一直在以
低价的方式争夺市场，导致快递公
司的收入远远低于运营成本，很多

公司都是亏钱运营。长期来看，快
递价格理性回升是快递行业的发展
趋势。“换句话来说，派费涨不涨，以
后快递价格都会有一个回升。这一
轮派费上涨确实能够提高加盟网点
和快递员的积极性。”

“派费提升可能是第一步，后续
其他环节人力成本的提升，会给快递
公司带来一定利润压力，缓解这些压
力则有可能就是靠快递价格的提
升。”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预测快递价
格会逐渐呈现一个缓慢上升的趋势。

“派费上涨，主要是为了提高派
件员的收入，保障派件员合法权益，
也是关爱快递小哥的具体行动。”中
通快递公司网络经理姚松强告诉记
者，目前，在快递行业竞争压力大的
情况下，快递小哥派单量虽然涨了，
但收入涨得并不多。“派费上涨是保
障快递小哥们的‘第一枪’，接下来
根据国家的指导，我们还会从各方
面给予快递小哥更多的支持和保
障，比如规范社保缴纳等。”

“派费上涨后，根据快递小哥每

天的派单量，平均每人每月工资可
上涨500~1000元。”申通快递河南
公司相关负责人称，随着一些电商
大促时间节点的来临，快递小哥的
收入更会大幅增加。

圆通速递河南省区总经理张亚
南表示，涨一毛只是第一步的动作，
后面还有望会涨得更多。“可以看出
国家在保障快递从业人员这方面在
加力，我们也希望能给小哥们提供
更好的保障，以薪留人。”

对于此事，“直接受益者”快递
小哥是怎么看的？

“涨了跟没涨差不多。现在的派
费已经比疫情前降了3毛、4毛了，涨
1毛作用不大。况且，这派费以啥样
的形式发放？有没有啥限制条件？”
一位已在韵达快递工作8年的快递员
告诉记者，对此事持观望。

“虽然派费上涨，但疫情时的件数
比正常时的少多了。”中通快递员告诉
记者，因疫情影响，现在快递收寄都处
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上调1毛钱的具
体效应还要等快递恢复正常后再看。

申通快递员则表示，现在还没
收到要上涨的通知。“申通的派费从
2014年之后一直在掉，最高的时候
有过1块2，但现在基本上都是8毛，
还有6毛的。”此外，该快递员告诉记
者，虽然政策释放出好的信号，但这
1毛钱究竟有多少能落在快递员身
上，还需要等政策开始实施后再看。

圆通快递员告诉记者，派费上调
1毛钱，也是一个好的信号，在不被处
罚扣钱的情况下，一个月可以多拿几
百块钱。“罚款那就另说了。涨这一
毛钱赚的，罚一单都没有了。”

第十四届全运会河南代表团成立
466名运动员参加竞技体育项目角逐

快递员正在分发快递 资料图

喜报！中国第50金！
河南小伙王金刚勇夺残奥会男子50
米蝶泳S6决赛金牌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蔡君彦

本报讯 北京时间8月30日
举行的东京残奥会男子50米蝶
泳S6决赛中，来自河南的中国选
手王金刚以30秒81的成绩夺冠，
这也是中国代表团第50金！

决赛中，王金刚在第4泳道，
贾红光在第3泳道，主要对手哥伦
比亚选手克里斯宾-科佐在第5泳
道。王金刚一马当先，最终以30
秒81的成绩夺冠，贾红光也发挥

不错以31秒54获得亚军，哥伦比
亚选手克里斯宾-科佐31秒77获
得季军。

王金刚是河南省鲁山县库区
乡人，5岁时因电击失去双臂，于
2008年开始学习游泳。他是200
米个人混合泳亚洲纪录保持者；
2012年伦敦残奥会取得1枚50
米蝶泳的铜牌；2016年里约残奥
会取得1枚50米蝶泳的铜牌。

王金刚（左二）在比赛后庆祝 新华社发

快递公司说 “这是关爱快递小哥的具体行动”

快递小哥说 “派费降了3毛、4毛，再涨1毛杯水车薪”

消费者说 “快递价格会涨吗？多出的钱会由我们负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