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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麻利点，麻利点！赶紧出发抢快递
柜！”

“钟哥，这个大件帮我搬一下。”
11月13日清晨6时多， 天空飘起细

雨， 寒意渐浓， 长沙申通快递松桂园分
部，十几个快递员个个脱掉外套，熟练地
按区域分拣快递，彼此打气帮忙，干劲十
足。

有几个新入职的快递小哥在不停念
叨：这么多，怎么送得完啊！已经历过3个
“双十一”的钟湘鄂，则是处变不惊，他将
自己投递区域内的快递包裹， 从容地按
小区垒好，一一扫描更新物流信息，装进
防雨袋，整整齐齐地摆进快递车。

7时48分， 他满载着500余件快递，
出发。

“送不完也得送，大不了加班到晚上
12点。”钟湘鄂带着习以为常的表情。

他告诉记者，别以为送快递很简单，
3年入行，5年懂行， 他现在算是入了行，
自有一套提升效率的办法。

巷口和别的车相遇，他笑着敬个礼：
“大哥，让我先走吧，谢谢啊！”

为节省吃早餐的时间， 他在车上放
个小篓子，装满了饼干、麻花，等红绿灯
时间长时就吃一个。

将快递放进智能快递柜可以节省不
少派件时间，但和其他快递小哥抢占快递
柜的资源也需要诀窍，提前预估好所剩柜
子的数量和大小，把体积合适的快递提前
准备好一次性搬过去，不跑回头路……

这些还不是他的真本事。 钟湘鄂负
责派送的是长沙复地崑玉、 华盛新外滩
等小区。他边查看快递边念念有词：这个

家里有保姆， 可以不用打电话直接送上
门；这个人上班去了，需要放快递柜；这
个女孩子发微信说身体不舒服去医院
了， 让我晚点给她送……钟湘鄂逐渐展
露出行内人的服务意识和专业性， 只要
送过快递的客户， 他都一一备注在脑子
里，根据情况选取不同的派送方式，节省
了不少时间。

但是，打电话不接、需要送货上门却
敲门不应、 智能快递柜爆满等情况依然
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下便只能耐心等待。
钟湘鄂说，每年“双十一”期间，送快递、
等人取快递，都要忙到深夜12时，回去休
息几个小时，早上6时依然得赶去分拨中
心，持续忙上一周。钟湘鄂说，最惨的是，
每年“双十一”期间几乎都会下雨。

他告诉记者，“双十一”期间，他每天
大约要送500多个快递，比平日多一倍。

“都说我们快递小哥‘双十一’月入
过万，可是我们工作量多大啊！”钟湘鄂
说，他按计件拿工资，每派成功一个件得
1元，一次投诉则要罚款200元。

没经过许可将快递放快递柜， 没有
爬上楼送到家门口， 甚至比约定时间晚
到几分钟，都可能有客户投诉。

“我们最怕的就是投诉， 一看到投
诉，一天的活白干了，几天心情都好不起
来。”他说。

说话间， 复地崑玉小区4栋的一位60
多岁的阿姨找到钟湘鄂，要寄送“双十一”
退货的快递。手机退货的流程对她来说有
些复杂，钟湘鄂放下手头的快递，一遍遍
耐心地教她，并帮她填好地址，准备打包。

阿姨立刻从她的小提包里掏出剪刀
和胶带：“看，我都准备好了。你太忙了，
不想麻烦你。”

过了几分钟，阿姨又从楼上下来，端
来一杯热茶，端给钟湘鄂，叮嘱他：“今天
降温了，别太辛苦啊。”

钟湘鄂喝完，笑着告诉记者，每当遇
到这种时候，便觉得十分暖心，送快递的
辛苦便忘了一大半。

金中基

这两天一大早，走出门去上班，只见
小区的快递柜旁聚满了送货的快递车，
还有来取货的人群。 刚刚过去的 “双十
一”的忙碌似乎没有完结还在延续。

今年的“双十一”成交惊爆。仅天猫当
天成交额就达2684亿元，相当于每个中国
人平均消费了约200元。 这巨大的销售数
据，折射出中国消费市场的强劲力量。

人们的狂热程度超出想象 。11月10
日晚， 多位主播的直播间观看人次均超
过3000万。天猫平台“双十一”预售首日，

有1.7万个品牌开启直播。 电商直播成为
今年“双十一”的最热门。

在购物狂欢之后，复归平静，我们需
要做些什么？

对于商家来说，就是加紧按单发货；
对于快递员来说， 就是尽快地把货送到
消费者手中；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在家
门口等待验单取货。

这看似简单的事情， 却又是相当繁
杂的过程。当然，近些年来，信息化云数
据分析的加持， 改变了过去下单取货要
等十天半月的历史，快的当天就能收到。

一单货物从派发、送达到取货，还只

能说“货收到了”。接着，消费者就会去鉴
别买的东西是否货真价实、物有所值，如
果觉得是买了假货劣货， 在退货期内还
好说，过了退货期就只有去走投诉之路。

去年“双十一”，我的一位朋友买了四
张木板凳，当时看不出有质量问题。今年夏
天一过，板凳都开裂了，再去找商家，商家
说过了退货期就不管了。更有甚者，买的东
西有质量问题，去找商家，商家已下架。

质量是品牌的生命。“双十一”不仅仅
是接单了事。 商家在发货时要把好质量
关，不能以次充好，把假冒伪劣产品趁机
倾销出去。电商平台应建立起联系亿万消

费者与商家、平台的质量追溯体系，开展
网上打假，净化网购环境，保护消费者权
益。 不要枉费了消费者下单下得爽快，而
要使他们真正买得称心，用得舒心。

从今年的 “双十一 ”看 ，已从 “淘中
国”到“淘世界”，中国消费领域的新趋势
正在改变全球的消费方式。“双十一”做
大做强成为“巨无霸”，在促进消费结构
升级上，不仅对中国，也是对世界的重大
贡献。

“双十一”是世界级的消费大品牌 ，
也是一项重大的消费创新， 我们有责任
让它走得更好更远。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林俊 周丽）“双十一”前后，一辆
辆满载进口商品的货车，从长沙黄花综合
保税区仓库驶出，分送至“海淘族”手中。
这是中国（长沙）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启动后迎来的首个“双十一”购物节，海
淘货物入湘迎来“井喷”。长沙海关积极应
对“双十一”跨境物流监管高峰，跨境电商
网购保税业务模式实现订单“秒通关”。

今年“双十一”，本土跨境电商平台
友阿海外购提前采购了多款热销单品进
入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仓库， 采用网购
保税业务模式， 确保消费者尽快收到购
买的商品。“以前我们的货物一般放在虎
门等地的省外保税仓，‘双十一’ 发货送

到省内消费者手中要3至7天， 黄花保税
仓今年运行后， 商品配送时间缩短了一
半以上，同城最快可以实现‘1小时达’，
省内主要城市可实现‘隔日达’。”友阿海
外购CEO许勇波说。

据长沙海关统计，11月5日至11月12
日， 长沙黄花综保区跨境电商进口备货59
批次、货值5164万元，出区包裹47948个、货
值1946万元， 消费者购买的进口商品多为
奶粉、纸尿裤、化妆品等日用消费品。“双十
一”期间，我省的服饰、箱包、手套、首饰等出
口商品也受到国外消费者的青睐。 据长沙
海关统计，11月5日至11月12日， 长沙黄花
综保区、 金霞保税物流中心共完成跨境电
商出口审核224898单、货值1340.26万元。

据了解，为应对“双十一”跨境物流监
管高峰，长沙海关提前对跨境电商进出口
业务量进行了预判，开展了跨境业务运行
压力测试，同时，根据企业资信等级和商
品风险程度，动态设置过机、查验比率，优
化查验布控指令，实现货物“秒通关”。“双
十一” 期间， 海关为跨境电商货物提供
“7×24小时”全天候作业服务。目前，消费
者的购物热情还在延续，跨境电商货物进
出口高峰预计将持续到11月20日左右。

■链接
何为网购保税业务模式

网购保税业务模式，是国内跨境电

商综试区和综保区所特有的跨境电商
业务模式 ，俗称 “保税备货进口 ”。该业
务模式让企业能够根据市场预测和消
费者需求 ， 先从国外集中采购大量商
品 ，进口并存储在保税仓 ，然后根据订
单，以个人物品方式出区配送到消费者
手上，在通关效率、商品质量、性价比方
面都有优势。消费者也能大大提高跨境
电商购物体验，买卖流程周期将从跨境
直购的3至7天缩短到1至2天，所购买的
商品品质也更加有保障。今年1月，长沙
跨境电商综试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正
式上线，湖南跨境电商企业拥有了一站
式的线上服务平台， 不必再舍近求远 ，
借用外地通道。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彭亮
瑜）今天，省扶贫办公布了今年省内对口帮扶和携手奔小
康行动情况。截至9月30日，今年，长沙市等省内14个帮扶
地区紧扣目标要求，突出帮扶重点，已向14个被帮扶地区
累计援助财政资金31246万元，实施产业项目394个；消费
扶贫销售额达7175万元。

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我省引导长沙市等省内14
个经济发展较好的市、县（市区）与龙山县等14个贫困县
开展对口帮扶和“携手奔小康”行动。今年，帮扶双方以
加强产业项目建设为重点， 科学编制对口帮扶项目规
划，增强被帮扶地区的内生动力。截至9月30日，14个帮
扶地区向被帮扶地区投入财政援助资金均已达到或超
过年初协议计划数。 援助资金重点用于贫困村公共服
务、基础设施建设，帮助贫困户发展产业、带动就业等，
已支持被帮扶地区建设产业项目394个。同时，帮扶地区
通过“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等方式大力开展消费扶贫，
帮助被帮扶地区销售农特产品， 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脱
贫。

推进劳务协作， 带动就业脱贫。14个帮扶地区引
导辖区内用工单位制订“岗位清单”，根据被帮扶地区
贫困群众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意愿， 开展技能培训。通
过向企业推荐 、发布劳务信息等方式 ，送岗上门 ，帮
助贫困群众实现就业脱贫。 目前已为贫困群众组织
开展技能培训3256人（次），6870名贫困群众实现就业
脱贫。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贺
小花 ） 今天，2019年湖南省退役军人军属促就业系列
公益活动，在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启动，并同步举行
了长沙专场招聘会。当天，共有1700余名退役军人、军
属参加专场招聘，412人现场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
业意向。

此次促就业系列公益活动由省人社厅、 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主办，面向湖南省2019年
退役及往年退役未就业退役军人、军属。中粮可口可乐、
华谊兄弟、步步高商业连锁、湘江电缆等共计160家湖南
知名企事业单位现场揽才。提供机械维修、安全保卫、市
场营销、财务会计、行政文员、物流仓储等就业岗位5075
个。

本月中下旬，活动还将走进衡阳市、益阳市。届时，
将有360多家单位为退役军人、军属提供数千个优质岗
位。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盛计云)今天，怀（化）芷（江）高速
全线通车， 怀化城区到芷江机场车程缩
至半小时以内。

怀芷高速起于鹤城区盈口乡， 与吉
怀高速相连， 止于芷江侗族自治县竹坪
铺乡，对接沪昆高速。主线全长33.208公
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100公里。

过去，从怀化城区到芷江机场需1小
时左右车程。怀芷高速开通后，从怀化城
区上怀芷高速，在芷江北收费站下高速，

再行车约3.2公里即可抵达芷江机场，全
程车程不足半小时。

怀芷高速由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与成都华川公路建设集团共同出资建
设。怀芷高速通车后，将进一步优化怀化
地区交通结构，加快怀化“空铁”对接，助
推大湘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记者了解到， 与怀芷高速相接的
芷铜（贵州铜仁）高速正加快推进。该
段高速建成后将打通我省又一个出省
通道。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刘晓
玲）红茶作为全球第一大茶类，出口潜力巨大。今天在长
沙召开的“湖南红茶”高峰论坛上，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全
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专家献计： 以标准化建设为
核心，助推“湖南红茶”出口。

2018年以来，湖南推进资源整合，着力打造“湖南红
茶”公共品牌，制定了300亿元红茶综合产值的目标。围
绕该目标，全省茶业专家协作攻关，筛选适制红茶茶树
良种、创新红茶加工工艺、提炼“花蜜香 甘鲜味”湖南红
茶品质特色，制订“湖南红茶”系列标准，69家企业已获
准使用“湖南红茶”公共品牌，全省红茶年加工量突破5
万吨。

专家分析，未来10年，全球茶叶供大于求的矛盾仍
将突出。随着红茶产能扩张，省内茶企要瞄准国际市场，
注重出口基地和品牌建设；稳步提升中高档红茶出口比
例，以个性化和多样化适应不同需求；从散装茶出口向
品牌小包装茶出口转变， 做到出口规模与效益同步增
长。

近年来，欧盟多次提高茶叶农残检测标准，对国
内红茶出口造成严重影响。 专家献计： 拓展红茶出
口，要以标准化建设为核心 ，除鲜叶生产达标外，加
工过程中要选择电、气等燃料，尽量避免煤和柴的使
用；包装也要达标，使用安全包装材料 。“湖南红茶 ”
要以标准化确保茶叶品质，打破绿色壁垒，拓展国际
市场。

月入过万背后，是成倍的辛劳
———一位快递小哥“双十一”期间的苦与乐

中国（长沙）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迎来首个“双十一”大考

海淘货物“井喷” 订单“秒通关”

谈经论市 “双十一”过后，做什么

省内对口帮扶
深入推进

今年已实施产业项目394个，
消费扶贫销售额达7175万元

以标准化建设为核心
助推“湖南红茶”出口

怀芷高速通车
怀化城区到芷江机场车程缩至半小时内

湖南退役军人军属
促就业活动启动

▲11月13日， 申通快递湖南省公司， 工人在分拣流水线上紧张作业。 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 � � �▲11月13日， 长沙市开福区湘春路， 快递员在忙着运送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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