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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中通官网
挂出一则“中通快递关于旺
季高峰应对预案的告客户
书”，称“为了确保旺季期间
快递服务安全、平稳，保持服
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应对
旺季场地、运输、用工等费用
的上涨，中通快递将从2019
年11月11日起调整快递费
用”。但具体到不同区域如
何调价，中通并未给出具体
细则，只是在通知中提到“具
体调整幅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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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独有偶，10月15日，
同为快递“通达”系的圆通也
在官网挂出“圆通速递关于
旺季高峰应对预案的告客户
书”，具体内容与中通如出一
辙。两家“通达”系快递公司
均提到了为应对旺季各项与
快递相关费用的上涨、保证
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且
调价起始日期均为双11当
天。

选择在这一时间预告调
整费用，与双11这一特殊时
段不无关系。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2018年“双11”期
间，全国邮政、快递企业共处
理邮（快）件18.82亿件，同比
增长25.8%。11月 11日当
天处理量达到4.16亿件，是
日常处理量的3.2倍。庞大
的快递业务在双11期间势
必会对快递企业带来转运
费、派送费的上升。在双11
电商快递骤增这一旺季期
间，快递公司会投入更多的
人力物力，从而保障高峰期
间的平稳运营，这也是两家
快递公司总部发文调价的主
要原因。

今年，中通圆通已相继
宣布将涨价，是否意味着其
他几家快递公司也将随后跟
进呢？对此，大河报·大河财
立方记者采访了顺丰、申通、

京东快递等头部快递公司河
南区负责人，但得到的答复
均为“暂时未收到相关调价
通知”。有业内人士表示，虽
然除中通和圆通外的头部快
递公司还没有发布相关调价
通知，“但也是时间问题”。

正如中通和圆通在告客
户书中所说，“具体调整幅
度，由当地服务分公司根据
总公司指导建议并结合各自
实际情况实施”。也就是说，
总部给了地方网点调价的权
利，但是否调价，还是当地网
点说了算。

据快递业内人士介绍，
“对于总部来说，双11前快
递企业调价，相较于每年5~
8月的快递淡季，只是一种
价格机制的回调。因为在快
递淡季期间，多家头部快递
企业为争夺市场份额，都会
对电商企业推出优惠政策，
而在旺季则会恢复正常价
位”。

但据某快递公司河南分
公司负责人介绍，虽然总部
会发指导意见，但是具体到
地方网点，为避免客户流失，
可能并不会涨价。所以，具
体到河南快递行业，快递市
场未必会涨价。

这是因为，对于采用加
盟制的“通达系”快递企业来
说，总部会对加盟商进行定
期考核。当考核指标低于一
定目标值时，加盟商会被给
予预警，如果加盟商连续多
个月度被预警，且强制培训
整改后的效果仍不理想，公
司将考虑终止其加盟合作关
系或调整其经营区域。所
以，许多地方快递网点为了
应对激烈的竞争压力，不敢
轻易涨价，因为这会导致与
之合作的电商企业或者合作
机构投靠其他价位更低的快
递网点。

案例六：2019年2
月11日，新密市公安局
民警对辖区反恐怖防范
三级重点目标单位某旅
游区进行了反恐防范督
导检查，发现该单位存在
防范和应对处置恐怖活
动的预案措施不完善，未
建立反恐专项经费保障
制度，未建立公共安全视
频图像信息系统，视频图
像信息未按规定期限保
存的安全隐患，违反相关
规定，遂对该公司给予警
告，并下达了《责令整改
通知书》。3月31日，民
警再次对该景区进行检
查时，发现其拒不按照前
期下达的《责令整改通知
书》进行整改，根据相关
规定，新密市公安局对该
景区运营管理单位处罚
款一万元，并对其负责人
处罚款五百元。

案例七：2019 年 4
月10日，信阳市罗山县
公安局反恐大队联合治
安大队、派出所对辖区
反恐怖防范重点目标单
位某寺庙进行反恐防范
安全检查，发现该单位
存在未配备防范和处置
设备的安全隐患，违反
了相关规定，遂对该寺
庙给予警告，并下达了
《责令整改通知书》。该
寺庙负责人刘某某拒不
配合公安机关开展反恐
怖主义安全防范工作，
安排下属监院加某某将
《责令整改通知书》撕
毁。4月30日，罗山县
公安局依据相关规定，
对该寺庙处罚款一万五
千元，并对其责任人刘
某某、加某某分别处罚
款一千元。

河南公布10起反恐典型案例

新蔡一居民微信群发暴恐音视频被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10月16日，河南省反恐办面向社会公布今年以来查处的10起反
恐典型案例，通过以案说法、以案释法，进一步普及法律知识，提升各
行业部门和人民群众反恐防恐意识，严格履行各项法定责任和义务，
进一步推动有关行业和单位严格落实《反恐怖主义法》和各项制度要
求，筑牢“全面反恐、守护平安”的铜墙铁壁。

中通、圆通双11调价，
河南快递市场会涨价吗？

双11全民购物狂欢节一天天临近，各大电商平
台还未有动静，快递企业却先成了大家关注的重
点。这是因为10月11日和15日，中通和圆通总部
先后发布“告客户书”，均表示将在今年11月11日
调整快递费用，但具体调整幅度，由当地服务分公司
根据总公司指导建议并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实施。由
于调价还需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因此，具体到河
南，民众收发快递未必会涨价。

案例五：2019 年 3
月 3日，南阳市南召县
公安局民警对小店乡某
加油站进行检查时，发
现该单位出售散装汽油
未落实实名登记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恐怖主义法》第二十
二条第四款之规定，该
行为违反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散装汽油购销安
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对
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监管
的相关要求，遂对该单
位给予警告，并下达了
《责令整改通知书》。

6月 12日，民警对
该加油站进行检查时，
发现该单位散装汽油实
名登记购销系统未使用
拍摄仪对购买散装汽油
人员进行人证核验，且
依然存在未实名登记出
售散装汽油问题。南召
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
法》第八十七条第四项
之规定，对该加油站处
罚款一万元，并对其负
责人朱某某、加油员韩
某某分别处罚款二千
元。

“总部调价”≠“网点涨价”

中通、圆通双11调价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丁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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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2019 年 6
月18日，洛阳市老城分
局民警发现有微信网民
在微信群非法发布暴恐
音视频。经查，该微信
网民为陈某某，视频来
源系陈某某的朋友黄某
某通过微信转发。因黄
某某、陈某某的违法行
为轻微，尚不构成犯罪，
老城分局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
法》第八十条第二项之
规定，依法对违法行为
人黄某某、陈某某以非
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物品分别行政
拘留十日。

案例二：2019年 8
月16日，平顶山市宝丰
县公安局民警工作中发
现有网民在百度网盘非
法上传暴恐图片。经查，
该微信网民为宝丰县居
民郑某，因郑某的违法行
为轻微，尚不构成犯罪，
平顶山市宝丰县公安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恐怖主义法》第八十条第
二项之规定，依法对违法
行为人郑某以非法持有
宣扬恐怖主义物品行政
拘留十日。

案例三：2019 年 8
月 7日，驻马店市新蔡

县公安局网警大队民警
发现8月 6日 22时许，
有微信网民在微信群中
非法传播暴恐音视频。
经查，该微信网民为新
蔡县练村镇居民郑某，
因郑某的违法行为轻
微，尚不构成犯罪，新蔡
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
法》第八十条第二项之
规定，依法对违法行为
人郑某以非法持有宣扬
恐怖主义物品行政拘留
十日。

案例四：2019 年 7
月2日，洛阳市嵩县公安
局民警发现城关镇安泰
小区居民李某非法持有
宣传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物品。民警于当日将违
法嫌疑人李某抓获，并从
该李的百度网盘中发现3
部暴恐音视频，经调查，
李某因好奇从某网站下
载了暴恐音视频。因李
某的违法行为轻微，尚不
构成犯罪，嵩县公安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
怖主义法》第八十条第二
项之规定，依法对违法行
为人李某以非法持有宣
扬恐怖主义物品行政拘
留十五日，并处罚款五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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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总部调价不等于当地网点一定要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