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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将下架
“签收确认”服务
增值服务是行业通行做法吗？6 大快递测评

晨报记者 李晓明
顺丰因 “ 确认签收加 1
元 ”被消保委点名 ，回应称是
“ 行业通行做法 ”。 快递签收
确认不是正常义务吗 ？ 所谓
的 “增值服务 ”究竟是不是行
业惯例 ？如果发生丢件 ，究竟
该按照什么标准赔付 ？ 即将
迎来国庆 、 “ 双 11” 快递高
峰 ， 记者选取 6 大主流快递
公司进行了全面测评 。
测评一
近日，顺丰因一项名称为“签
收确认” 的收费增值服务收费 1
元，被浙江省消保委点名，认为“签
收确认”实则是快递公司应尽的法
定义务，对其收费涉嫌巧立名目收
费，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对此，
顺丰最初回应称，这一增
值服务是快递行业的通行做法，用
户是否选择此项服务，不影响快件
正常交付投递，通常只有寄方有特
殊需求时才会选择，并不会对收件
人收取费用。随后，顺丰再次发布
《关于“签收确认”服务整改的声
明》，称将充分尊重并接受消费者
和浙江省消保委的意见，拟于 9 月
29 日 将 容 易 引 起 消 费 者 误 解 的
“签收确认” 增值服务产品正式下
架，将进一步研究消费者个性化需
求，
探索提供更多精细化服务。
所谓的“增值服务”是快递业
的通行做法吗？
是否涉嫌额外收费？
记者选取了顺丰、
中通、
圆通、
申通、
韵达以及德邦 6 大快递进行实测，
结果发现，
6 家中仅圆通和申通在
下单页面没有提供增值服务，其他
几家均提供内容不同的增值服务。
其中，顺丰提供的增值服务选
项最多，达到了 6 项，包括包装服
务、签单返还、定时派送、准时宝等
服务，
其中有部分收费，
如包装服务
一个标准纸箱收费 1 元，签单返还
（成功派件后，回寄收方签名盖章
的单据）则收费 5 元 / 单，还有定
时派送则是免费。
德邦提供 5 项增值服务，包括
签单返还、口令签收、预约派件、包
装服务等，
大部分也是收费项目，费
用在 1-5 元不等；韵达提供隐私面
单（收件人姓名和电话不出现在任
何运输环节）、签单返回等 3 项增
值服务，
其中隐私面单为免费服务，
签单返还收费 5 元；中通则提供安
全号码和代收货款两项增值服务，
其中安全号码为免费服务。

测评二
快递价格也是消费者最为敏感
的因素。记者以上海同城快递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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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为例，对 6 大快递进行了测评。
其中，顺丰的同城标件费用最
高，收费 12 元 / 单（1kg 内）；德邦
次之，收费 11 元 / 单（1kg 内）；韵
达为 10 元 / 单；其余中通、
圆通、申
通 3 家均收费 8 元 / 单。在续重收
费上，各家标准统一，均是按照 2
元 /kg 的标准叠加。
续重为何均参照重量计算？记
者了解到，这主要是因为快递在转
运过程中，
主要按照重量计算费用，
这也是行业惯例。一件快递的重量
越大，物流成本就越高。
另外还有一
个因素是体积，如德邦快递就增设
了一个选项，要填报包裹的尺寸，如
果有超规尺寸的包裹收取的费用要
比普通包裹高。
寄出快递后，如果快递丢失，究
竟如何赔付也是消费者比较关心的
问题。尤其是一些贵重物品，如果在
运送过程中发生丢失或者损坏，各
家的赔付标准又是如何？
记者测评发现，对于快递丢失
后的赔付，各家快递公司均有自己
的赔付标准，主要分为两类物品。
第一类是未保价的物品。其
中，3 家快递公司是按照运费标准
赔付：顺丰按照 7 倍运费赔付，韵
达和德邦都是按照 3 倍运费赔付。
还有 2 家快递公司是规定了赔付
的最高金额：中通规定，未保价物
品最高赔付标准为 500 元，而圆通
则规定未保价物品最高赔付 300
元。
第二类则是保价物品。如果是
贵重物品，消费者在下单时选择了
保价，则按照保价金额进行赔偿，不
过，绝大部分快递公司均对保价金

额的上限作了规定。顺丰规定每单
快递的保价金额上限为 2 万元；另
外中通、圆通、韵达 3 家快递的保
价金额上限均为 3 万元，如果物品
保价超过 3 万元，则要拆分为多个
快递发出，并分别保价。
而德邦在几
大快递公司中保价金额上限最高，
为 100 万元。保价实行额外收费，
高额保价基本按照保价金额的 5‰
收取。
值得注意的是，在 6 大快递公
司中，仅有申通一家未在下单页面
明示赔付标准和保价选项。记者点
开其服务条款后，经过仔细查找才
找到相关规定：其规定保价金额上
限 2 万，保价费率按照 2‰收费。而
对于未保价的物品，则按照最高
500 元的标准进行赔付。

测评三
在上门收件的时效性上，顺丰
表现最佳，承诺最快 1 小时内上门
取件。其他 5 家快递则承诺最快 2
小时内上门取件。
在可以上门取件的时间范围
上，顺丰可以选择的最早上门时间
为早上 8 点，其他快递均为早上 9
点，可以上门的最晚时间基本均为
19 点，其中只有韵达的上门时间最
晚，
可至当天晚上 21 点。
上门取件时间的差异主要体现
在晚上上门可取件时间段。对于上
班族来说，如果取件时间与上班时
间完全重合的话，那么在工作日都
无法寄件。因此，晚上可取件时间段
越长的企业，就越会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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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重新定义广告助力经济
中秋佳节过后，国庆节接
踵而来。上海作为中国第一
大城市，
也是具有独特魅力的
旅游城市，在交通人流和旅客
接待上肩负起重任。在上海
度过节假日的人们可以亲身
体验到，
“以人为本” 的数字
化城市建设为居民的生活和
出行等方方面面提供了智能
高效的便利服务。从机场、高
铁、地铁和公交的“无纸化出
行”，到景点、餐厅、酒店和购
物的“电子支付，旅游出行相
关证件、
核酸检测等证明的智
能快捷办理等，都能体现出数
字时代的城市运行生态，代表
了上海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
转型，探索城市的更高级形
态、资源的更高效配置、要素
的更高度集聚的发展状态。
这与上海重点推进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
网统管”，加快建设新型智慧
城市，大力发展在线新经济，
打造一流数字基础设施密不
可分。
在上海全面推进城市数
字化转型的进程中，广告营销
产业作为重要领域，在传播方
式、创意呈现、技术创新和数
字营销方面都涌现出诸多数
字化转型的成果和话题。
2021 上海国际广告节数字广
告高峰论坛上获悉，上海作为
中国广告经营中心之一，在
“十三五”期间，广告产业规
模不断提升，2020 年上海主
营广告企业 68,798 户，外商
投资广告公司 6,631 家，规
模以上广告企业广告营业收
入达 1,790 亿元，广告传媒
类上市公司 14 家。
同时，上海市在 “十四
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上
海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并出台 《关于加快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持续促进消费
扩容提质的若干措施》，提出
12 条措施以持续促进消费市
场提质扩容。广告业是市场
经济的“晴雨表”，上海曾开
创多项商业广告的首播先河，
最早引入外资广告企业，也创
造了多项广告吉尼斯纪录。
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今天，上
海正努力打造 “国际数字广
告之都”，研究推动数字广告
业发展的政策举措，积极拥抱
变化。
如今的市场环境，产品、
营销、媒介、渠道、消费者，全
都在重新组合，互相定义，甚
至在走向一体化。在当下的
媒介环境，品牌和产品的信
息想要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活
跃在消费者的脑海，需要在
数字媒介环境中，不断的将
品牌销售与营销场景结合，
让消费者在信息庞杂的碎片
化生活中，快速实现对品牌、
产品的交互记忆，达到 “种
草”的效果。
所以广告不再是单纯的
创意广告片，而要以更多元的

形态和更多丰富的媒介承载
来呈现给广大消费者。于是消
费者们可以看到手游中超大
超亮的广告灯牌，经典 IP 联
名的创意产品，
直观互动的带
货直播，沉浸式的全息互动、
定制化需求的短视频和图文
信息流等等内容都穿插在生
活的每个角落，
广告已经变得
无处不在，数字营销也在潜移
默化改变着消费者的行为习
惯。
以利欧数字、埃森哲、航
美传媒、企创等公司为代表
的海内外一流的数字广告企
业及互联网公司应邀出席了
2021 上 海 国 际 广 告 节 数 字
广告高峰论坛，并分享了最
新国际及国内数字广告领域
发展趋势，以谋求中国广告
企业合适的经营和发展模
式，促进上海广告业的高质
量发展，也籍此吸引更多国
际一流的数字广告相关企业
落户上海。上海市广告协会
会长杜贵根表示，近年来数
字 广 告 发 展 迅 速 ，80% 的 广
告已是数字广告，将数字广
告业打造成为上海文化产业
和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将是重要的课题。
以数字营销领域的龙头
企业利欧数字集团为例，利
欧数字以年营收 155 亿的体
量占据了上海市市场规模第
一的位置。利欧数字在产业
链前端提供创意内容以及行
业洞察、品牌战略、产品研发
与设计包装、新消费品牌的
孵化和商业发展规划等服
务，从创意策略延展到研发
策略和商业策略；后链路则
从传统的媒体采买扩展到社
会化营销、互动娱乐、社交电
商、直播短视频等数字化营
销服务，并加强私域流量管
理相关的 SAAS 等数据技术
支持。也就是说，一个新生的
品牌或产品，从概念诞生的
伊始，到研发产出落地，经过
包装设计投产，投放广告宣
传，进入电商平台销售，获得
小红书的种草推荐，在淘宝、
抖音、快手中进行直播带货，
创建品牌会员社群进行可持
续的长期互动……这种全链
路布局与整合的营销方案几
乎让所有问题得到解决，可
以说重新定义了广告。
利欧数字 “多元 + 创
新”的产业链布局与拓宽，就
像是广告行业发展与变迁的
一个缩影，将公司业务与产业
链的延展结合在一起，
积极响
应政府“全面推进产业链、供
应链数字化”的号召，以利欧
数字为代表的行业头部企业，
在助力上海打造国际数字广
告之都，
赋能全国的互联网新
生态，
推动整个数字经济的发
展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全方位助推中国制造向中国
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
量转变、
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
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