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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丰巢涨价背后的快递终端争夺战
资本搅动、跑马圈地，即使亏损也要做大规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季明智
任磊磊 郭春雨

被指免费时间太短

“吃了上家吃下家”

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走访发现，丰巢所推出的会
员服务将在省城各大社区实施。
此前丰巢宣布，自4月30日起，将
对滞留快件的非会员用户在超
时12小时后收费0 . 5元/12小
时，3元封顶。对于丰巢会员，月
卡每月5元、季卡每月4元，7天长
时间存放不限次数。

11日，位于槐荫区的一处丰
巢快递柜前，不少正在取件的市
民表示，快递柜收费也不是不理
解，毕竟能够给收快递提供了便
利，但12个小时的免费保管时间
未免太短了点。

市民刘女士向记者说：“我
每天早上6点半出门，下班回到
家就要晚上7点了，放到快递柜
里的东西十有八九会超时。12个
小时的时间的确太紧张了，如果
设置成24小时比较合理，再不济
18个小时也能接受，总得给用户
留出一些特殊情况的应对时间
吧。”

记者在多个小区采访发现，
其实针对收费问题大家都表示
能够理解，但12个小时的保管时

间却是大家最诟病的问题，甚至
呼吁“我能理解快递柜的收费规
则，但也希望丰巢能够理解用户
的时间”。

济南某社区物业经理刘先
生告诉记者，当前其小区快递柜
全是丰巢快递柜，一共5个，每年
丰巢给出的管理费是每台4000
元。电费再额外结算。“哪怕就是
算上柜子的折旧，其实一天的成
本也没多少。”刘先生表示。

据了解，一套智能快件箱的
平均成本在25000元-30000元
之间，除此之外，入驻小区都还
需要缴纳一部分管理费，每个社
区的价格不完全一样，价格区间
在3000-7000元不等。

有快递业内人士指出，智能
快件箱的使用，是快递公司与快
递柜公司之间发生合同关系，本
质上是快递企业投递方式的优
化，快递公司在使用快递柜时，已
经向丰巢、速递易等公司支付过
费用了。既然是快递投送业务的
优化，那么消费者就不应该为此
买单。快递柜公司向消费者收费
属于典型的“吃完上家吃下家”。

5月9日晚间，丰巢智能柜发
布致用户的一封信。丰巢称，截
至目前，丰巢全国累计铺设超过
18万个智能柜。确定免费保管12
小时，就是基于派件高峰时段的
推算，如果过了这个时候没有
取，会影响第二天的正常投递。

丰巢还称，从上线会员功能
以来，丰巢12小时内取件比例提
升了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天
早上可空出近百万个格口，方便
快递员为收件用户提供更多高
效服务。

对于丰巢收费一事，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采访了丰巢山
东区的负责人吕先生，他表示，
丰巢收费不是突然宣布的。早在
去年12月份开始，丰巢方面已经
开始对用户进行宣传，并且进行
了非常长时间对用户调研工作。

“我们做了8200万人次的快
递调研，持续了近半年的时间，也
是在引导顾客及时取件。”吕先生

表示，在调研中，有98 . 35%的用
户同意在自己不在的时候将快件
送进快递柜，并且能够及时取件。

之所以发起收费，主要是因
为快件的滞留率很高，每天滞留
2-3件，一周就能达到15%-20%的
滞留。选择12小时收费区间，也是
通过调研问卷和大数据分析得
出的，根据大数据分析，每天早
上10点、下午4点是投递高峰期，
12小时是比较合理的收费区间。

在丰巢发出推出会员服务
后5天，丰巢参股股东顺丰控股
发布一份公告，对外披露了丰巢
并购中邮智递的交易框架。公告
显示，顺丰控股的参股公司丰巢
拟与中邮智递科技有限公司（中
邮智递）进行重组。

伴随着丰巢与速递易的重
组，丰巢无疑将牢牢把控着快递
柜市场。据数据显示，重组之后
丰巢和速递易合计市场占有率
将达到69%。

在济南槐荫区一社区内，快
递员章师傅告诉记者，相比于菜
鸟驿站，他更愿意把快递放在丰
巢，一来是节省了派送时间，最
主要的原因是丰巢的投递费低，
正常情况下普通格子是0 . 2 5
元，大点的格子是0 . 3元。若放
在菜鸟驿站则是每件0 . 5元。每
件差不多就要多出一倍，而每件
快递，快递员的收益也仅是在1
元左右。

至于是否征得顾客同意就
放在快递柜内，章师傅说，虽然
放在快递柜内节省时间，但每
次派件前都会给顾客打电话。

“由于丰巢这段时间的收费问
题，在派件时不少顾客拒绝放
在丰巢而选择让放在菜鸟驿
站，毕竟菜鸟驿站不用考虑超
时问题。”

除此之外，章师傅还透露，
尽管丰巢快递柜现在开始收费，
但依然不完善。他表示，“如果用
户的快递超时，不想付费取出，
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使用我们的
快递员权限将其帮他取出，这样
一来就省下了丰巢所收取的保

管费。”
有研究报告指出，预计2020

年中国智能快递柜市场规模将
达近300亿元，而末端配送仍存
在“快件难到手”的局面。

除快递柜外，当前传统末端
配送的三种模式主要是共同配
送模式，即配送企业联合对地区
用户进行派送，此外还有与便利
店合作模式及像京东自设物流
终端中心模式。而无人机、机器
人配送尚处在起步阶段。

记者了解到，快递柜市场剩
余的三成份额中，则分布在十几
家快递柜“玩家”手中，包括日日
顺、富有收件宝、鸟箱、格格货栈
等。记者调查发现，在济南不少
大社区，除了丰巢和速递易，最
为常见的则是海尔旗下的快递
柜日日顺乐家。

有报告显示，丰巢在一二线
城市市占率更高，一线城市市占
率超过70%，中邮速递易在低线
城市网络更强，因此本次丰巢完
成收购之后，丰巢网络效应有望
进一步增强，将实现高中低线城
市的全面覆盖。

实际上，快递柜一直是各大
电商、物流公司的火力焦点。除
了顺丰、申通、中通、韵达、普洛
斯等快递“大佬”外，2017年7月，
中国邮政以50%的股份控股速
递易，标志着“国家队”正式进入
智能快递柜行业；2018年4月，菜
鸟又推出菜鸟驿站智能柜，2019
年，菜鸟裹裹推出新一代寄件
柜。同时在2019年，京东也面向
快递量集中的城市大量投放自
营快递柜。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无
接触配送”近乎成为物流行业的
标配，快递柜、无人机、智能配送
机器人等概念又“火”起来。

有分析预计，快递柜市场有
望迎来爆发，2019年快递入柜率
仅约10%，预计到2023年将达到
30%，即2023年快递箱保有量超
200万套，设备市场规模超500亿
元。

疯狂的跑马圈地背后，快递

柜的经营模式和盈利问题则成
为各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正如
每一次快递柜的收费和涨价都
伴随着争议。不仅如此，虽然丰
巢占了近七成市场份额，但其扩
张的脚步也不能停下来，因为其
竞争对手菜鸟网络在阿里的支
持下，正在疯狂地扩张。

去年5月，菜鸟宣布在3年内
菜鸟驿站将建立10万个社区级
站点，而今年疫情发生后，菜鸟
驿站宣布推出“3万个春天”专项
就业扶持计划。

有快递行业内部人士表示，
丰巢多个商业动作的核心还是
做大规模，目前的亏损可能并不
是关键，关键在于未来铺设的速
度有多快。

至于丰巢率先踏出收费这
一步，与常年亏损自谋求路不无
关系，而紧随收费消息宣布并购
中邮速递易，则被看作“智能快
递柜一哥”有了收割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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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丰巢收费风波持续发酵，在多地小区遭抵制。 济南洪楼西路一菜鸟驿站内，货架上摆满了快递。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郭春雨 摄

近日，丰巢超时收费遭
多地小区抵制事件持续发
酵，该收费吗？怎么收？向谁
收才合理呢？丰巢快递柜引
发公众热烈讨论，目前已有
多地监管部门发声回应。

伴随电商及快递业的飞
速发展，收快递已成为人们
重要的生活日常，无人快递
柜、菜鸟驿站等快递终端配
送业务风生水起。这场暗战
的背后，有套路化的商业模
式，也有资本搅局的影子，手
握全国多数快递柜的丰巢，
在这场看似“一意孤行”的新
策中，谁给了它收费的底气，
丰巢又能否真正开启智能柜
的收费时代？

企业求利，这本身无可
非议，但利从何处来，就得好
好唠唠了。人们真正较真的，
又哪里是什么5毛钱。面对有
限的盈利，资本的耐心日益
消耗。

比起商业上的“吃相难
看”，挑动消费者神经的更是
相关企业的傲慢。

如果无法按捺住收费的
冲动，就要有被“用脚投票”

“请出场外”的思想准备；而
良性的市场秩序不能单靠

“企业良心”，对于监管部门
来说，也需要完善规则，培育
更成熟的市场竞争主体，保
护消费者说NO的权利。

有意思的是，在丰巢陷
入舆论漩涡的同时，申通、圆
通、百世、韵达等多家快递公
司同时宣布涨价，理由是“全
国高速公路已于5月6日恢复
正常收费，成本上涨”。

看来快递行业的困境及
野心，远不止小小的快递柜。

据侠客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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