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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起六家快递公司集体上调派件费
这或许是快递价格调整的重要信号
近日，家住拱墅区的严小姐叫来申通
快递，但不小心把收件人和寄件人的位置
填错了。当她向快递员要求重写一张的
时候，遭到了快递员的拒绝。
“这一张单子
我要付给公司 2.5 元呢，你一个快递写两
个单子我就没啥可赚的了。”
小刘说，这一单快递收费 7 元，快递单
费用 2.5 元，除此之外还要交给公司寄件
的中转费和扫描费，算下来，一单寄件的
成本在 4-5 元的样子。
“ 再加上交通费和
手机费，每单能赚 1 元已经不错了，往后我
们还要再多付 0.15 元的派件费，成本又涨
了。”小刘说派件费增长，影响其实很严
重。
小刘说的派件费，是近日继天天快递
之后，中通快递、申通快递、圆通速递、韵
达快递、百世快递五大加盟型民营快递发
布了《关于全网派费调整的通知》，将上调
派件费用，即在 1-1.5 元/单的行业派件费
基础上上调 0.15 元/单。上调派件费价格
将在 6 月 1 日正式在全网推行。
在快递业内部，价格是最敏感的。申
通快递的片区承包负责人王先生说，虽然
这次只是略涨派费，但其透露的是快递业
价格调整的重要信号。

派件费上调 0.15 元
由发件网点支付给派件网点
什么是派件费？派件费是发件网点

支付给派件网点的派件费用，一般由发件
网点付给总部，再由总部付给派件网点，
之后由网点给快递员的费用，即快递员每
派送一票快递所得的收入。
此前，各家快递公司的派件费用基本
都在 1.5 元/票，虽然每个加盟网点的派件
费存在不同，
但差异并不大。
而此次上调派件费的形式基本一致：
天天快递网络副总裁徐建国介绍，天天快
递的基础派费是 1.5 元/票，上调之后就是
1.65 元/票，但是公司还有一个专门的扶持
政策，所以天天平均的派件费用可以达到
1.77 元/票。
中通快递称在“基础派件费全部上调
0.15 元/票，捆绑在面单收取”。圆通方面
表示：
“ 在原有派件费基础上增加 0.15 元/
票，新增基础派件费通过系统设置在运单
申购时收取。
”
申通表示：
“ 在原购买面单价格（含派
件费）的基础上统一上调 0.15 元/票”。韵
达股份也向外界确认了调价政策，
“1.全
网有偿派件费在原来的基础上再上调
0.15 元/票；2.此费用通过涨面单的方式
向发件网点收取，再通过系统结算给派件
网点。”
不过，派件费上涨的部分并不是快递
公司承担，而是转嫁给发件网点，提高网
点的收件成本，由收件多的网点给收件少
的网点补贴。

快递费会不会因此涨价？
双十一调价的可能性很大
快递业价格上涨一直被认为是敏感
话题。
派件费上涨最终是否会将价格传导
给商家或普通消费者？各种包邮是否会
受到影响？
“快递公司收费是按一张面单来计算
的，比如现在一张面单收 2.5 元/单，还需另
外支付中转费和扫描费，一张面单的成本
是 3.5-4.5 元，再加上电话费用，交通费用，

每单的利润在 10%左右。”圆通快递武林
网点的收件员田先生说，像江浙沪收件价
格为 8 元/单，也就是说，利润仅仅只有 0.8
元，
现在派件费增长 0.15 元，
利润又薄了。
田先生说，相比之下，电商集中的快
递网点面临的压力更大，而目前，80%的快
递来自于电商卖家。
南星桥一家快递网点的负责人表示，
由于该网点地处四季青附近，是一个典型
的收件型网点。
“快递派件费是由收件网点
支付的，
也就是说，
未来我们的成本又将增
加了。”该网点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基金积极布局
“一带一路”
投资机会

网络风险急剧升温

国内网络安全险却很少
勒索病毒 12 日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疯
狂传播，至 15 日已有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超过 20 万台电脑“中招”，影响领域包
括政府部门、医疗服务、公共交通、邮政、
通信、汽车制造业等。
与勒索病毒带来的巨大风险相比，我
国的网络安全保险市场却处于初期阶段，
能提供相应产品的保险公司屈指可数。

网络安全险市场巨大
近几年，网络风险抬头的趋势非常明
显。网络安全专家说此次感染超过 150
多个国家的 20 多万台电脑的 WannaCry
勒索软件感染速率已经在减缓了，但这一
减缓似乎只是一场更为强大的暴风雨将
要到来的前奏。
重新修复整个被该蠕虫病毒感染的
系统可能耗费上百亿美元。据安怡保险
全球网络风险部部长 Kevin Kalinich 说，
在美国，网络保险的覆盖率达到了十分之
九，高端网络保险市场价值 20 亿美元到
25 亿美元。

而在我国，网络安全保险市场却处于
初期阶段，能提供相应产品的保险公司屈
指可数。
5 月 11 日，全球最大的上市财险公司
安达宣布在中国推出网络企业风险管理
(ERM)解决方案，其包括多个内容：首先，
客户有权获得安达全球网络系统的服
务。安达将帮助客户定制个性化保单。
其次，一张保单涵盖第一方保险和第三方
网络责任险的关键要素，包括营业中断损
失、数据恢复、网络敲诈、隐私和安全事件
带来的责任及危机应对费用。

国内仅有几款网络安全险
从公开信息看，目前国内只有有限几
家险企推出网络安全保险，对客户因网络
攻击而遭受的经济损失进行弥补。
国内首批提供互联网安全保险的险
企是美亚保险和安联财险，两家公司都在
2015 年推出相关产品。美亚保险产品的
承保范围包括敏感数据外泄（个人及企业
数据）、黑客入侵、计算机病毒、雇员恶意

今年上半年，6 家民营企业快递件数达到
120 亿件，按 0.15 元/票计算，增加 18 亿元
的成本，平摊到每家公司就是 3 亿元，这笔
钱是要收件网点出的。而像他这样的收件
网点，
每个月成本势必要增加上万元。
该负责人解释：
“为了争抢电商卖家，
很
多快递员以面单 4.5 元-5 元左右的成本价
收费（江浙沪），如果这笔费用转嫁给收件
员，意味着每收一个快递，快递员就要亏
损。而如果转嫁给客户，
就意味着要涨价。
”
从目前情况来看，各个快递公司并没
有上调运费。不过，这样的情况或许维持
不了太久。
阿里研究院专家粟日坦言，以邮政局
公布数据测算，快递费用在过去十年下降
了一半。随着电商的繁荣和中国人口红
利的完结，这种低价扭曲的快递价格业态
早该得到改革。
“ 虽然此轮调整是针对派
件费，且涨幅很低。但 0.15 元/单只是个
开始，其透露的是快递业价格调整的重要
信号。
”
申通快递的王先生直言，上一次涨快
递费用还是在 2015 年，快递费涨价已经到
达一个临界点。
“我认为这次上调派件费，
是快递公司给市场发出的一个调价信号，
倒逼收件价格上调，是向电商客户的一次
试探。而最终，快递公司会挑一个节点，
比如双十一前，上调所有快递费。”王先生
说。
据《每日商报》

把握超预期板块

破坏数据或处理数据失当、数据盗窃、网
络保安系统失效、计算机系统事故所引发
的第三方索赔或导致的业务中断，以及网
络勒索相关赎金的保障。安联财险的网
络安全险则针对各种原因引起的数据丢
失、网络被加插恶意软件、网络盗窃与网
络敲诈等风险事件作出理赔，保障范围包
括营业中断损失、设备损坏费用、赎金等。
2015 年 8 月，众安保险与阿里云合作
推出国内首款云计算保险。一旦用户因
网络安全、云服务、硬件设备故障等问题
遭受损失，可得到赔付。2016 年 1 月，众
安保险又与阿里云推出国内首款网络安
全类保险——信息安全综合保险，包含数
字资产损失保险和数字资产安全责任保
险两部分保障范围，最高赔偿达 100 万
元，
保费由阿里云承担。
而其他互联网保险公司和大型财险
公司官网展示的，更多的是手机账户、银
行卡账户资金安全险，这类产品主要保障
的是个人账户被盗刷、盗用等导致的资金
损失。
据《每日商报》

5 月 14 日至 15 日，
“ 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今年以来，
“一带一路”概念股表现抢眼，未来“一带
一路”
投资机会该如何把握？
北京一家基金公司研究人士表示，从
内部看，
“ 一带一路”作为我国的重大战
略，2017 年将有大突破，国家“一带一路”
官网正式上线运行，亚投行的范围也在不
断扩大，
2017 年外交上的三大重磅会议都
将与
“一带一路”相关，包括已召开的博鳌
亚洲论坛、
“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以及 9 月金砖国家峰会，将利于与“一
带一路”
相关国家合作的推进。
该人士表示，从外部看，美国总统特
朗普上台后的政策是聚焦国内发展，退出
TPP，这将给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带来机
遇，未来
“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的订单
落地概率将上升，中字头的企业已可以看
出订单上行的趋势。
具体到投资层面，
华商基金表示，
随着
“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基于自上而
下的角度，
建议把握两条主线：
一是海外营

收占比高的对外工程承包类企业，具有丰
富的海外工程承包经验和较大的营收外汇
敞口，
将直接受益于
“一带一路”
战略，
有望
成为市场后期配置重点。二是“设施互
通”
“
。设施互通”
是
“一带一路”
战略建设重
点，高铁、路桥、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
是我国
“走出去”的重要名片，基础设施类
央企将积极受益，预计该类建筑央企订单
或在去年高增长基础上继续大幅增长，将
有望带动建筑央企未来盈利预期提升。
北京一位基金经理认为，国家的“一
带一路”战略继续推进，签订了许多的国
家战略框架，未来是要继续寻找其中的超
预期板块。寻找景气拐点的板块，包括航
空，客座率的提升是超预期的，早于正常
周期，
是未来三个月较好的板块。
上海一位基金经理表示，
“一带一路”
主题得到持续性的政策支持。市场后续将
更加集中在直接受益于“一带一路”的标
的，
尤其是近期获得海外订单、
将有稳定收
入预期的公司以及即将在此次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中获得订单的企业。据《证券时报》

欲知更多理财产品信息 请扫
“萧报理财俱乐部”
中信银行理财产品推荐

农行《
“一带一路”纪念珍藏册》火热销售中
5 月 14 日至 15 日，
“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首次以“一带一路”建设为
主题举办的高规格国际论坛，对推动国际和地区合作
具有重要意义，届时，全世界的目光将再次聚焦北
京。值此论坛来临之际，为纪念这一重大事件，由北
京市邮票公司发行了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衍生纪
念藏品——《
“一带一路”纪念珍藏册》。
上海造币有限公司以 3.7 克 999 足金仿印中国邮
政发行的《丝绸之路》特种纪念邮票小型张和《海上丝
绸之路》特种纪念邮票小全张，产品包含珍贵邮票原
票 2 套，特别收录 2012 年发行的“丝绸之路”特种邮
票和 2016 年发行的“海上丝绸之路”特种邮票各 1
套；以长城、帆船为主图，
“ 一带一路”沿线 16 个国家
的 16 处代表性建筑为创作素材，全新个性化邮票 4
版；
“丝绸之路”丝绢纪念封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绢纪
念封配套发行。特别配赠 65 个国家和地区钱币财富

珍藏册，让您不出国门将“一带一路”各国钱币一次集
齐。横跨欧亚非 59 国形制各异、特色鲜明的硬币。4
国纸钞+2 国塑料钞各具特色，体现世界“钞文化”的
多样性。
中国农业银行正在火热销售中！详情请咨询农
行各网点。

咨询电话：83691828 82652794
网上银行：http://abchina.com

邮储银行萧山支行信用卡活动优惠多多
一、有车一族系列活动：
（一）0 元洗车；
（二）1 元洗车（目前无刷卡金要求）；
（三）加油最高 8 折优惠；
（四）ETC 设备免费送（价值 175 元），
高速 97 折。

二、美食活动：杭州凯豪大酒店包厢 9 折，周五
5 折。
三、娱乐活动：10 元看电影。
四、超市活动：世纪联华每月 8 号对折、周六满百
9 折。
五、屈臣氏活动：
8 日五折活动。
六、线上活动：悦享周末半价（新增）。

杭州市萧山区支行 特约

咨询电话：82629232
地址：萧山区北干街道金城路 1038 号
网址：http://www.psbc.com

七、EMS 卡双币卡——支持多币种消费，免外币
转换费，专属 EMS 服务和国外清关速度较快，境内优
先配送。
八、白金卡——额度高，尊享各类 VIP 服务，加油
享 8 折优惠；享受免费道路救援、机场优惠服务、国际
旅行等各类服务。
九、更多优惠活动、积分兑换活动。
十、线上预约办卡或预约 ETC，请扫以下二维码。

活动详询邮储银行萧山支行 0571-82810676。邮
储银行保留对活动的最终解释权。活动持续更新中
……

近期热销理财产品
产品
期限
乐赢稳健周期 35 天 A 款
35 天
乐赢稳健周期 63 天 A 款
63 天
乐赢稳健周期 91 天 A 款
91 天
乐赢稳健周期半年 A 款
182 天
乐赢稳健周期一年 A 款
357 天
乐赢成长周期 35 天 B 款
35 天
乐赢成长周期 63 天 B 款
63 天
乐赢成长周期 91 天 B 款
91 天
乐赢成长周期半年 B 款
182 天
乐赢成长周期一年 B 款
371 天
乐赢保本周期 91 天
91 天
乐赢保本周期半年 182 天 182 天
乐赢稳健周期 182 天（专属） 182 天
乐赢稳健 17086 期（新客户） 91 天
乐赢稳健 17087 期（新客户） 91 天
乐赢稳健 17088 期
63 天
乐赢稳健 17085 期
182 天
产品名称

近期热销银保产品
预期年化
收益率
4.20%
4.25%
4.35%
4.40%
4.40%
4.30%
4.35%
4.45%
4.50%
4.50%
4.02%
4.01%
4.50%
4.80%
4.90%
4.45%
4.60%

起点金额
5 万元
5 万元
5 万元
5 万元
5 万元
100 万元
100 万元
100 万元
100 万元
100 万元
5 万元
5 万元
5 万元
5 万元
50 万元
5 万元
100 万元

截止日

产品
特点
3 年缴，5
和谐护理一号 5 年 4.81% 1 万元 年返回，
B款
零存整取
产品名称

产品 预期年化 起点
期限 收益率 金额

截止
日
限额
发售

推荐贵金属产品
每工作日申赎，
T+1 起息

产品名称
中信金

5 月 22 日
5 月 22 日
5 月 22 日
5 月 24 日

中信鸡年
生肖金条
中信积存金

代销 产品
公司 材质

产品售价

基础金价+
Au99 12 元/克
中国
黄金 99 基础金价+
12 元/克

备注
大额购买
有优惠
辞旧迎新，
全新上线

黄金做定投，投资新品种；
保值增值抗风险，还能兑换实物金

萧山支行:82371192、
83686715、
83815316、
82651510、
83686630、
83686712、
83537906
江南支行:82636889、
83686713、
83815932
之江支行:82753383、
82720727、
83893155
江东支行:83815327、
82575099、
83686725、
83686722 滨江支行:86622563、
86628895、
86625855、
86623909
临江支行：
82168383、
83696256
临浦社区支行：
82335971、
82335973、
82335975、
82335976

银行理财收益连续上涨 投资需留意“募集期”
尽管正式加息尚未到来，但无论是作为钱袋子替
代的货币基金，抑或以稳健见长的银行理财，都在收
益渐涨的道路上不断自我突破，并带给投资者新的惊
喜。以银行理财为例，过去的 4 月，封闭式预期收益型
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已上浮至 4.30%。
不过，分析人士也提醒投资者，在购买银行理财
时应多关注募集期的时长，以避免实际收益率“打折
扣”。
“之前银行理财有 4.5%的收益率已经很难得，最
近新发行的产品有不少都突破了 5%。”近日，从事财
务工作的市民张女士在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时颇为惊
喜。
“ 现在五年期以上房贷利率才 4.9%，已经出现倒
挂。而且之前很多人都享受了 8.5 折的利率优惠，实
际贷款利率只有 4.17%。”
张女士的感受并非个例。由于季末考核结束后
监管政策的持续升级，4 月份银行理财产品发售数量
也开始大幅度收缩，但平均预期收益却未出现降幅。

“为了配合金融去杠杆和政策严监管的趋势，资金面
短期难以宽松，4 月下旬以来，银行融资成本不断上
升，而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的银行理财产品的年化收
益则出现不断走高。”
普益标准研究员陈丽君表示。
据普益标准统计，4 月 444 家银行共发行了 8738
款银行理财产品，其中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
平均收益率为 4.30%，较上期上升 0.05 个百分点，已
达到今年以来的最高点。
但需要注意的是，依然有部分产品未达到预期收
益率。融 360 监测的数据显示，4 月有 130 款理财产
品未达到最高预期收益率，收益未达标率为 1.20%。
据《金融投资报》

本版所有银行理财产品的宣传不构成产品要约，详细情况以产品说明书为
准。各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测算方法，详见产品说明书，或向各行理财经理咨询。特
别提醒：理财产品的测算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