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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海邮政全面开展新一轮的创新转型，

充分利用目前先进的互联网和二维码技术，在全国

范围内率先实现了邮筒服务的升级换代。升级改

造后的邮筒，在继续为用户提供平常邮件的收寄服

务的基础上，更能为用户提供其他邮件收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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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随着国内物流市场的快速增长，

中国邮政集团开始逐步探索转型。

记者了解到，针对时下最热门的物流

业务，中邮集团旗下子公司近来分别

在上海市场推出“快寄”同城快件业

务以及“中邮海外购”业务。业内人

士分析认为，“邮老大”市场化的优劣

势同样明显，是否能够成功还要看其

是否能改变其给人的“慢且贵”的旧

印象。

沪上邮筒变身
街头“揽件员”

即日起，细心的市民走上街头，

就会发现沪上 3000多个邮筒上都贴

上了“二维码身份证”，可以为用户提

供自助式快寄服务。这可以被视作

是上海邮政今年 8月推出的“快寄”

业务的“升级版”。

据介绍，此前用户在使用邮政

“快寄”业务时，须将快寄件送到邮

政网点、东方书报亭或等待揽件员

上门来取。含有邮资的快寄件封

套可提前在邮政网点或东方书报

亭购买，分为“文件类”和“物品类”

两种。

在遍布上海大街小巷的邮筒配

备了“二维码身份证”以后，人们只需

到最近的邮筒，扫描邮筒铭牌上的二

维码，关注并绑定“上海邮政快寄”微

信号，就能获取邮政信筒信息。随

后，扫描快寄件封套上的二维码，获

取邮件编号，并确认交寄信息后，系

统将推送验资信息。待用户将已验

资的快寄件投入邮筒，即可完成自助

交寄。

目前，受邮筒投放口高度的限

制，邮筒“揽件员”仅接受文件类的快

寄，物品类邮件尚不在交寄范围。成

为“揽件员”以后，邮筒的开箱频率不

会增加，但只要在最后一次开箱时间

之前交寄，基本保证快件能在第二天

被送达。

“在这项业务过程中，最值得关

注的是上海邮政对于邮筒的改造。

这可以说是开创了国内的先河。”一

位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中国邮政集团

旗下地方性企业改制所带来的活力，

已初步显现，也将促进其与民营快递

间的竞争。

国家邮政局官网显示，今年 3月

10日，全国362个市（地）邮政企业已

全部完成更名、企业登记变更及挂新

牌工作。这意味着，市级“邮政局”的

称谓全面告别市场，取而代之的是

“邮政分公司”。

“海外版EMS”
瞄准海购C端市场

除了按区域区分的各邮政分公

司在拓展新的业务，“邮老大”在业

务条线上也在做新的尝试——在美

国“黑色星期五”购物节到来的同

时，“中邮海外购”测试版也悄然上

线。

据介绍，“中油海外购”的运营方

是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为中国邮政集团控股公司旗下最知

名的快递品牌，即EMS。从“中邮海

外购”官网的标识来看，该项业务可

谓是“海外版EMS”。
根据官网，“中邮海外购”是一款

纯粹的进口物流产品，定位为跨境电

商转运平台，目标客户为国内个人海

淘消费者和全球垂直电商、电商平

台，将依靠中国邮政庞大的网络运营

体系，提供一站式直邮航空物流服

务。据悉，“中邮海外购”包裹将从多

口岸入境，走商业快件的清关通道，

测试期时效稳定，美国到中国“门到

门”时效约为 10天，物流信息全程可

追踪查询。

“事实上，EMS原本就是众多海

淘产品在国内的重要配送渠道，只

不过过去EMS大多对接的是转运公

司，帮助转运公司做商业快递清

关。”上述业内人士表示，中国邮政

之所以推出“中邮海外购”，应该是

为了能够切入C端（个人消费者）的

市场。

他指出，相比其他做进口的物流

企业，“中邮海外购”有其独特的优

势，比如EMS“正规军”的身份，在清

关有更强大的资源，同时在配送终端

范围上也更强，“但若要市场接受这

项业务，还需改变其一贯给人的‘慢

且贵’的印象。同时还需警惕国内进

口电商崛起对于转运市场的蚕食，以

及保税进口模式对于其清关优势的

冲击”。

“邮老大”转型探索市场化经营
杀入同城快件及海购转运市场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从12月1日开始，铁路互联网售

票、电话订票的预售期从 20天延长

至 60天。再加上新的火车票退改签

政策，民航业内人士分析，两项铁路

春运新政策可能会导致春运机票价

格提前上涨，旅客如在春运期间出

行，要尽早购票。

预售期延长
导致机票高峰提前

“从今天的价格走势来看，国

内机票从 2 月 6 日开始明显上涨，

国际机票从 1 月 30 日起价格上扬

明显。”春秋航空市场部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明年春运机票各航线

已全部投放，相较往年，机票价格

今年受火车票预售期延长、15天以

上退票免费等铁路春运新政策的

影响会格外明显。

记者查阅机票价格后发现，就春

运出行的热门方向上海至沈阳来说，

2月 6日最低报价是 540元（均不含

税费），随后一天一个台阶，到2月17
日机票价格攀升至1260元。

对此，这位负责人表示，旅客对

于春运火车票的态度历来都是“抢

票”。今年预售期拉长，加上网络、电

话等购票手段丰富，抢火车票的高峰

期扁平化，高峰期较以往会进一步提

前，从而导致机票价格的连锁反应。

反向过年和境外过年
成出行趋势

记者了解到，今年，不仅返乡的

机票价格会随铁路售票情况波动，反

向过年和到境外过年也逐步成为出

行趋势。

“和回家一张机票动辄上千元相

比，反向出行的机票价格往往会跌到

一年价格的最低点。”春秋航空市场

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如2月17日上海

至沈阳机票价格 1260元，沈阳至上

海的价格仅 199元。一位老家在辽

宁的李先生表示：“如果让父母来上

海过年，可以省不少钱。”

与此同时，全家到境外过年越来

越成为流行趋势。

来自春秋航空市场部的数据显

示，从购票趋势来看，1月30日开始，

全家出行的订单在不断增加。且出

行方向依旧以泰国的曼谷、日本的北

海道、韩国首尔以及中国台北等为热

点。

铁路春运新政
或致机票价格提前上涨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记者昨日从 1号店获悉，作为国

内首家以自营模式试水生鲜领域的

综合电商，1号店的生鲜品类在线销

售近 30000 种，其中自营产品超过

1000种。自营生鲜业务在上海可覆

盖崇明岛以外的区域，北京已经实现

全境覆盖。

生鲜品类服务的关键在于产地

选择和冷链效率。据悉，1号店的生

鲜配送采用全程冷链，执行订单出库

后 24小时内送达的生鲜限时配送标

准，并推出“签收前先验货”、“48小

时内退换货”的保障政策。

日前，1号店还与 Intertek天祥集

团开展了生鲜产品移动检测业务合

作，为消费者网上选购生鲜食品提供

“简单可依赖”的质量保障。Intertek
移动检测车检测项目包括消费者非

常关心的农药残留、三聚氰胺、甲醛、

重金属、荧光增白剂等问题。

“生鲜品类一直被认为是‘电商

最难啃的硬骨头’，但我们不会绕开

它，我们有能力正面解决这块骨头，

并且对打造‘鲜’这一金字招牌充满

信心。”1号店生鲜负责人表示。

1号店自营生鲜业务超千种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年末沪上土地出让市场回

暖。据了解，12月沪上预计共将

有 38幅经营性用地入市，总出让

面积 166.8 万平方米，环比上涨

300%。其中仅来自浦东地区的经

营性用地共11幅。

根据上海土地市场的公开资

料显示，11月沪上共出让经营性用

地9幅，总出让面积41.7万平方米，

环比上涨 82.9%，同比下滑 49.6%。

11 月经营性用地总出让金额达

315.3亿元，环比上涨678.5%，同比

上涨82.8%，创下今年最高纪录。

在已经成功出让的 9幅地块

中，仅有3幅纯宅地，分别是杨浦区

定海社区B5-5(大桥街道117街坊)
地块、杨浦区平凉社区03F5-01(平
凉街道47街坊)地块以及浦东新区

惠南镇东城区A11-3地块。

然而，在已经到来的 12月，沪

上土地市场供应量激增。38幅经

营性用地总出让面积 166.8 万平

方米，供应量创下今年最高纪录，

出让总金额达228.9亿元。值得注

意的是，其中11幅地块来自浦东，

5幅为纯宅地，5幅为商业用地，且

5幅商业用地均来自于浦东周康

和航头两地。

记者了解到，浦东南片一直以

来商业设施匮乏。

根据此前市商务委、市规土局

公布的《上海市商业网点布局规划

（2014-2020）》显示，在外环线以

外，浦东规划了七八个地区级商业

中心，包括曹路、周浦、川沙、南汇

新城、惠南、大团、宣桥。

其中，南汇新城规划为上海国

际航运中心重要组成部分，以现代

装备制造业为基础的综合性都市，

到2020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5万，南

汇新城商业中心主要布局在新城一

环带内，集中建设高品质、现代化的

商务楼宇、星级酒店和商业设施，突

出商业与商务相融合、商业与旅游

相配套、商业与轨交相结合。

一位品牌商业地产高管向记

者透露，目前浦东南片地区商业设

施远远未达到饱和，以已经开业多

年的周浦万达为例，每年的客流都

在保持高速增长，周边包括航头等

地商业设施的缺乏直接导致南片

地区商业消费过度集中。而此次

包括浦东周康和航头两地多块商

业地块的集中入市，将有利于提升

浦东南片地区的商业规划，进一步

挖掘商业和消费潜力。

据悉，自去年以来浦东周康和

航头两地均未有商业地块入市。

本月浦东南片商业地块集中入市

浦东周康和航头两地多块商业地块的集中入

市，将有利于提升浦东南片地区的商业规划，进一

步挖掘商业和消费潜力。

市民只要拿手机扫一下邮筒上的二维码，就可以轻松寄快件。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