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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一名快递小哥晒出了
自己 8 年多派件生涯中用坏的 4 0
多部手机，这些年来他靠这些手机
打电话、发短信与网购“剁手族”们
亲密沟通。

40 多部用坏的手机背后，有着
怎样的故事？在这位快递小哥眼中，
9 年来快递业有哪些发展变化？《新
华每日电讯》记者对这位快递员马
毛朵进行了采访。

马毛朵告诉记者，他 2009 年到
圆通速递广州科学城代理点成为一
名“快递小哥”，当时已经 30 岁。“巧
合的是，2009 年恰好是第一个‘双
11’，而今年马上要到的‘双 11’，已经
是第 9 个了。我这些年的经历，正好
见证了快递行业的飞速变迁。”马毛
朵说。

派单数量之变：每日派

单 50 件到每日 500 件

马毛朵说，2009 年时，快递派
送量很少，一整天下来派件数量可
能只有几十件。“在那时，一个快递
员一天能派 50 件包裹就能受到老
板的夸奖；而现在，一天送 500 件都
是很正常的事。”

马毛朵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回忆道：“9 年前，骑自行车送件就行，
后面绑个篮子，就能把一天的件装下
了。现在骑电动三轮车，都得分批次
送才能把一天的快件送完。遇上家
具、电器等大件商品，还得专门开车
去送。不仅数量变多了，重量也变沉
了。”

手机使用之变：从一部

电话到“左右开弓”

马毛朵告诉记者，七八年前，由
于快件少，一天下来打不了几个电话。而现在则不同，快递数
量大幅增长，除了送件外，快递员还要负责收件。

一个手机早已满足不了正常的工作需求，从最开始一部
几百元的功能机“包打天下”，到现在两三部智能手机“左右开
弓”同时使用，已成为常态。

为什么会在 8 年内用坏 40 多部手机？马毛朵说，送快递
风里来雨里去，加上有时边打电话边处理包裹，手机时常摔到
地上，“一天几百个件，就意味着得打几百个电话，一天光通话
的时间就得好几个小时，再好的手机，这样的使用频率也用不
了多久。”

快递种类之变：从衣服鞋子到五花八门

回忆起最开始的快递物品，马毛朵说，2009 年时，消费
者的消费需求还很单一，基本就是从网上买些衣服、鞋子，送
的快递基本也是这几样。“但现在不同了，昨天送快递时，有
人说买了两把扫帚，有人说买了几个捕鼠夹，有人说买了几
斤海鲜。总的来说，就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

“从快递员的角度来看，这说明消费者的购物需求越来越
多元化了。同时，消费者对快递时效的要求也更高了。例如水
果、海鲜等生鲜食品，对配送时间有着严格的要求。千千万万的
商品，就这样通过网络、通过快递，走入百姓生活。”

手机应用之变：从功能机到智能机

马毛朵说，最开始用的手机价格很便宜，因为对手机的
要求不高，只要能打电话就行，所以主要是功能机。现在则不
同，快递的所有功能都已实现智能化，从收件、填快递单、扫
描、打包、派送等各个环节，都需要上传数据到公司统一的服
务器，快递大数据已经实现。

“前些年公司给配上了大屏的智能手机，上面装了几个
APP，用户可以使用 APP 查看自己快件的派送进度。如果用
户有发件需求，也可以在 APP 上直接预约，这样既节省了用
户的时间，也节省了中间流程。”

收入之变：从月入 1000 元到月入过万

说起收入的变化，马毛朵十分感慨。“当时刚入快递行业
时，每个月只有 1200 元的工资，生活很拮据，现在随着整个行业
的发展，加上自己的努力，每个月下来能有 10000 元左右的收
入。虽然工作很辛苦，但至少自己的付出可以和回报成正比。”

“以前自己从江西老家独自来到广州打拼，现在家乡的亲
戚和朋友，看到我在广州发展得不错，收入也还可以，也有不少
人想来试试。这两年，我已经介绍了一些朋友来广州从事快递行
业，只要能吃苦，收入还是可以的。”马毛朵说。

每天超 1 亿件，占全球四成

“快递中国”，连“房子”都能寄

经济转型成就快递行业“风景独秀”

本报记者陈灏

鲜花、冰激凌、木头房子都能快
递，每天发件量超 1 亿件，占全球四成，
10 年业务量增长 30 倍——— 蓬勃发展的快
递业，堪称“中国奇迹”。

快递业过去 10 年的高速发展，得
益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良好的宏
观经济环境是各个新兴行业孕育、发
展最好的温床，我国最具备这样的条
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
值从 1 9 7 8 年的 3 6 5 0 亿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74 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
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
升。

在此期间，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经济增速始终在世界主要经
济体中位居前列。在世界经济低迷的
大背景下，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
快递业无疑是这顶“皇冠”上的众多
明珠之一。

经济增长带动社会购买力提升，

快递业高速发展的 10 年，正是消费逐
步上升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的时期。据有关数据显示， 2006 年我
国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
为 3 8 . 7 % 。去年，这一数字增长到
64 . 6% 。社会购买力的猛烈释放，推
动电商和快递业的高速发展，而电商
和快递则推动着“身边消费”向“买
卖全球”跨越，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时
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莫过于此。

快递业近年的向好发展，也与我
国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密不可分。在我
国摈弃粗放型发展路线、追求发展质
量的同时，快递业也经历着发展方式
的变革。曾因为暴力分拣、信息泄露
等“黑历史”而饱受诟病的快递业，
近年来痛改过去的野蛮生长，在智能
化分拣、隐私保护、绿色包装等领域
不断加深探索。这场快递行业的供给
侧改革效果显著，社会对快递业越来
越认同、越来越放心，将快递业视为

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如今的快递价格亲民、效率高，

一些快递小哥的“暖心”举动更赢得
了消费者的点赞。我国合理的人力成
本和充分的市场竞争使得快递价格被
众多“海归”惊呼为“白菜价”。举
世瞩目的“中国速度”也被快递业完
美传承，而中国讲究人情味的人文传
统，也使得快递不只是冷冰冰的送包
裹。

现实已经很美好，未来会更加理
想，创造了奇迹的中国快递业仍然潜
力十足。相比较于发达国家，我国最
终消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还有很大
提升空间， 14 亿人口分享经济发展成
果会给快递行业带来怎样的机遇，全
世界都在拭目以待。

当然，快递行业也要解决好当前
存在的同质化竞争、货物损毁赔付制
度不健全、个别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等
问题，以更加贴近消费者的姿态迎接
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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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袁军宝、陈灏、邵鲁文

火爆的“双 11”即将开启，快递又将迎来
“洪流”。据预测，今年“双 11”期间，平均每天
的快递量将达到 2 .5 亿件，再创新高。

回顾十余年来中国快递业发展，其在支
撑网购成为“中国奇迹”的同时，自身也成了
另一种“中国奇迹”——— 快递量 10 年增长 30
倍，连续三年稳居世界第一；今年前 9 个月
平均每天达到 1 亿件。

随着我国快递投递速度越来越快，“有一
种自豪叫中国快递”已成许多在国外居住过
的中国人的心声。十余年来，我国快递取得了
哪些成就？如今的快递业运用上了哪些黑科
技？快递如何改变中国，又将如何前行？《新华
每日电讯》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快递业是中国的骄傲”

过去 10年，我国快递业务量

增长了 30 倍；今年“双 11”，预计

日均快递投递量将达 2 .5 亿件

“没有寄不到，只有想不到。”回忆起快递
业的发展，有着十余年网购经历的济南市民
李洋感慨地说，她以前只在网上买手机、图书
等标准化的产品，但现在经常在网上买鲜花、
水果，甚至米、面、油也在网上买。

家住内蒙古包头市的刘天宇近日把“10
斤生蚝”加进了自己的购物车，准备等“双
11”期间下单。

这已不是他第一次网购生鲜食品。李天
宇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两个月前，他试
着在网上买了几斤大闸蟹，原本担心寄来后
会不新鲜，没想到从下单到收货一共用了不
到两天时间。“有了上次的成功经验，这次准
备多买点，看来以后吃海鲜不成问题了。”

据艾瑞咨询公布的数据，2016 年，国内
生鲜电商的整体交易额约 900 亿元，比
2015 年的 500 亿元增长了 80%，预计 2017
年整体市场规模将达到 1500 亿元。

不仅是鲜花、螃蟹可以轻松邮寄，《新华
每日电讯》记者了解到，冰激凌、水栽植物、观
赏鱼甚至电线杆、凉亭、小木头房子，都可以
“快递”上门，并有专人负责安装。

网购业与快递业相伴而兴，网购为快递
提供机遇，快递则为网购提供支撑。国家邮政
局副局长刘君近日表示，今年“双 11”期间
(即 11 月 11 日至 16 日)，全国快(邮)件业务

总量有望超过 15 亿件，同比增长 35% 以
上；最高日处理量预计将突破 3 . 4 亿件，
平均业务量达到 2 . 5 亿件，是今年正常业
务处理量的 2 .2 倍。

而回顾过去十年发展，中国快递业本
身已成“奇迹”。正如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
主席马云去年所说，如果说电子商务在中
国是个奇迹的话，物流行业才真正是中国
过去十年诞生的最了不起的奇迹。

据国家邮政局数据，2006 年全国快
递业务量 10 . 6 亿件，而到 2016 年达到
313 亿件，10 年增长 30 倍，业务量约占全
球 40%，已连续三年稳居世界第一，对世
界快递业务量增长的贡献率达 60%，我国
已经成为全球快递市场发展的新引擎。今
年前 9 个月，全国快递量达到 273 . 9 亿
件，平均每天约 1 亿件。

“我觉得快递业是中国的骄傲。”去年
从美国留学归国的济南市民张先生说，去
年他从美国密苏里州寄一个约 0 . 5 公斤
的物品到纽约，次日达的价格高达 70 美
元，而两天后到达的价格也要 20 多美元。
“相比之下，国内寄快递便宜多了。”

《福布斯》杂志网站早在 2014 年刊登
的一篇文章，就曾将快递支付与微支付、电
子商务等行业一起列为中国领先世界其他
国家的 8 大创新行业之一。文章还评价
道：“总体来说，中国快递服务灵活、快速以
及非常便宜，以至于很多上海的朋友在市
内向好友寄送刚刚烘焙的饼干。”

“如今，快速发展的中国快递业，已成
为电子商务的重要支撑。可以说，没有快递
业的快速进步，电子商务难有如此快的发
展速度。电子商务与快递发展相得益彰，改
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山东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说。

在快递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国内近
年来已成长出顺丰、圆通、中通、申通、韵
达、百世等一批知名快递公司。至去年底，
行业已形成了 6 家年营业额超 300 亿元、
10 家年营业额超 100 亿元的快递品牌集
群。

从“汗水物流”到“智慧物流”

智能分拣机器人、“魔戒”、

扫脸取货，快递业“黑科技”不

断涌现，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国快递业在技

术应用上取得快速进步，而技术的应用不
仅使用户体验大大提升，也使快递效率明
显提高。快递行业正逐步由“汗水物流”向
“智慧物流”转变。

“速递易、丰巢在小区里越来越多，再
不用担心物业不让存放快递的烦恼。”李洋
说，现在快递业越来越便利、安全，比如，隐
形面单的应用就大大减少了个人信息的泄
露。“现在部分网购退货时，快递人员都直
接拿着打印好的单子，连手写地址都不用
了。”

在消费者感到便利的背后，是我国快
递业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和不断创新。

在 10 月份国家邮政局 2017 年第四
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邮政局新闻
发言人、办公室主任沈鸿雁说，全国已拥有
各类营业网点 21 .7 万处，快递乡镇网点覆
盖率超过 86%，北京、天津、河北等 13 个
省份实现全覆盖。全国投入运营的自动化
分拨中心超过百个，专业类快递物流园区
220 个，主要城市智能快件箱达到 17 万
组。

近年来，我国快递业在分拣、配送等诸
多环节的“黑科技”不断涌现，推动了快递
业更为快速、智能化。几百个智能分拣机器
人在仓库里来回穿梭，有条不紊地托着包
裹快速运行，并准确将包裹“倒”进指定分
拣口……快递公司现代化仓储分拣中心的
机器人“大军”，令许多参观者为之震惊。

一些网友在网上看到类似视频（扫描
右下角二维码观看），给出了“逆天了”“以
为是科幻片”等评价。许多外国网友也赞叹
中国快递业机器人技术的应用，对机器人
的高效率感到惊讶。

与此同时，有些快递公司还给快递员
配上“魔戒”，快递员戴上这款戒指，动动手
指就可以完成扫描；有些公司开始推行快
递自提柜刷脸取件，站到柜子前，相应快递
箱自动打开；有些公司在大学里推出快递
无人车……如今，快递业已成为高新科技
的集中展示应用场。

“从揽收、分拣、配送等诸多环节，大多
快递公司都实现了实时跟踪，信息技术贯
穿始终，从而在减少劳动力使用量的同时，
快递效率又大大提高。”中国快递协会原副
秘书长、永驿物联智库资深专家邵钟林说。

中国电商协会物流专家黄刚表示，如
今货物在订单下达后的每一个环节，人力
的作用在逐步弱化，科技含量不断在上升。

目前的快递行业，早已不是我们认为的 10
元配送费，快递帮你打好包，从 A 城市送
到 B 城市的传统模式。无人仓储、高效分
拣、智能快递柜等新技术的出现，让快递行
业从单纯消耗人口红利向智能化转型。

据了解，为提高运输效率，部分快递公
司已建立自己的货运飞机队伍。据顺丰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今年上半年年报，顺丰控
股已拥有 39 架自有全货机、租赁 16 架全
货机。而据国家邮政局数据，至去年底，全
邮政行业拥有 3 家货运航空公司，国内快
递专用货机达 93 架。

除了货运飞机，当前部分快递公司已
着手布局无人机快递投运体系，以解决山
区及偏远地区快递投运时效不理想的问
题。例如，顺丰公司今年 6 月份，在获批空
域内进行了首次业务运营飞行。公司负责
人表示，期望通过无人机实现航空物流网
络干支线对接，完成对三线及以下城市的
空网覆盖，大幅度提升物流效率。在不久的
将来，快件有望通过“大型有人运输机+支
线大型无人机+末端小型无人机”三段式
空运网，实现 36 小时通达全国，覆盖地形
复杂或偏远地区。

邵钟林说，有的大型无人机可以装载
一吨多的货物，企业尝试用无人机帮助运
输短距离山区的快递邮件，将使高效快递
覆盖范围更广，是新技术的一个有效应
用。

快递改变中国，中国改变快递

中国正在不断完善快递规则，

使快递更为绿色化、安全化，甚至

在此领域引领世界潮流

随着快递业快速发展，快递业对国民经
济的推动和支撑作用日益凸显。据国家邮政
局数据，2016 年快递业务收入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上升至 5 . 3 ‰，同比提高 1 . 2 个
千分点。

沈鸿雁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邮政体
制改革全面深化，邮政业改革发展取得显著
成效，行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通政通民
通商功能进一步强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凸显，已成为中国经济的
一匹“黑马”。

快递业发展，带来大量就业机会，许多
农村外来务工者在快递业中实现就业。有不
少人由快递员变成快递站“老板”，逐渐在城
市里站住脚跟。

2014 年阿里巴巴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
市时，“快递哥”窦立国成为 8 位敲钟人之一，
他在 5 年的时间挣到了 200 多万元的故事，
为人们所称道。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
2006 年全国快递服务从业人员只有 22 . 7
万人，而到去年底已超过 200 万人。

除带动就业，便捷的运输，还让许多农
户将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今年 30 多亩猕
猴桃产量预计超过 2 万公斤，有一半左右通
过电商销售，今年收入二三十万元没有问
题。”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保益猕猴桃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董云健说起今年的电商销
售，笑中带着喜悦与自信。

据国家邮政局数据，2006 年邮政快递
业直接服务农产品外销超过 1000 亿元，直
接服务制造业产值超过 1200 亿元，支撑网
络零售额超过 4 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比重达到 12 .5%。

快递改变着中国，中国也在不断完善快
递规则，使快递更为绿色化、安全化，甚至在
此领域引领世界潮流。

例如，我国近年来多次修订《邮政法》，
支持民营快递业发展；实行快递实名制，强
化快递安全等。为推动快递绿色化发展，近
日，国家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协同推进快
递业绿色包装工作的指导意见》，推进源头
治理，提高快递业包装领域资源利用效率。

今年天猫还联合众多品牌宣布成立“绿
色品牌联盟”，超过 300 个知名品牌将陆续
加入。联盟内商家承诺将使用菜鸟的无胶带
纸箱、全生物降解快递袋等“绿色包裹”发货。

同时，菜鸟网络宣布将联合各知名车企
推出 100 万辆新能源智慧物流汽车，实现配
送员、车、仓库、城市末端的全智能绿色覆
盖。汽车上的“智慧大脑”将直接用数据帮助
快递公司、配送员做思考和决策，最终“连线
成面”，形成一张移动的绿色智慧物流骨干
网。

以深圳为例，单车行驶距离减少了约
30%，空驶率降低 10%，成本节省超过 2 成。
按此测算，新能源物流汽车的运用每年可为
物流行业节省成本 100 亿元。

“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及电子商务的快速
发展，为快递业创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土壤，使得中国快递业能够逐步走在世界前
列，甚至在许多领域改变着全球快递业业
态。”邵钟林说，未来我国快递一定会朝着绿
色化、自动化、智能化发展，大数据的应用将
更为深入，消费者也会有更便捷、更高效的
体验。

“我认为，中国快递将来会越来越多、越来
越快、越来越广、越来越绿色，快递业在适应
也在推动中国新消费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着世界快递业的整体面貌。”张卫国说。

扫描二维码
感受快递“黑科技”

快递业近年的向好发
展，与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发
展密不可分。在我国摈弃粗
放型发展路线、追求发展质
量的同时，快递业也经历着
发展方式的变革

曾因为暴力分拣、信息
泄露等“黑历史”而饱受诟
病的快递业，近年来痛改过
去的野蛮生长，在智能化分
拣 、隐私保护 、绿色包装等
领域不断加深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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