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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隐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相关专
家认为， 很多发达国家快递实名
和可追溯的实践经验表明， 实名
规定并没有影响快递企业的效
率， 而严格收寄验视制度则会随
着科技的进步而日趋完善和便
利， 今后需要增强技术性监管来
处理和规避相关的风险。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快递实
名政策要想真正 “落地”， 单靠
“一纸命令”还远远不够，需要从
国家立法、 规章制度及政府支持
等方面同步推进。

快递实名制不应简单将收寄
快递查验、可追溯的“包袱”全丢
给企业。 快递物流咨询网首席咨
询顾问徐勇认为， 在快递企业增

添查验设备以及收寄件可追溯体
系构建方面， 政府应该给予相应
的扶持。

孔茂华认为， 目前国内快递
员从业队伍素质参差不齐， 行业
自律同样重要。 可以参考世界许
多发达国家快递物流行业实行的
“黑名单”制度。 收寄件人邮寄非
法违禁品、危险品，快递企业或从
业人员泄露用户个人信息的相关
行为， 一经发现应被列入 “黑名
单”。

此外，有业内人士表示，快递
实名制要真正起到作用， 除了相
关法律、法规细则及时跟进，还需
要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
作为支撑。 据新华社电

坐火车要实名，买手机卡要实名……
如今轮到了快递。 离不开快递的你，是否
会习惯这一新的规定？

从 11 月 1 日起， 我国快递开始实行
实名制，同时严格执行收寄验视制度。 当
“千呼万唤” 的快递实名制真的来了，消
费者会否自觉遵守规定？ 投递效率是否
会因此降低？ 个人信息安全能否保障？ 一
系列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正在面对实践
的检验。

从 11 月 1 日起，邮政部门要求寄递企业严格
执行收寄验视制度， 对收寄物品一律先验视、后
封箱。 在收寄过程中要提醒交寄用户须遵守国家
有关禁止寄递、限制寄递规定要求。 同时，坚持
“谁收寄、谁负责”的原则，明确收寄验视责任。

1 日下午，北京市申通快递业务员刘溪像往常
一样在自己的片区收寄快件， 但电瓶车寄件箱里
的包裹和实名制实行之前相比减少很多。“以前一
个上午寄件能下 20 多单，现在只有 10 多单。 ”

刘溪告诉记者， 影响工作效率的原因主要是
快递员要对每个寄件物品仔细查验后当面封箱，
还要督促和劝说寄件人填写信息完整。 “遇到较
真的寄件人，还得费不少口舌解释为何要求填写
身份证号码等信息。 ”

位于长春市康平街的一处快递集散站，申通、
中通、韵达等公司的员工正在分拣各类快件。 对
于信函和小件包裹，快递员通过当面检验后直接
封箱分拣，较大件的包裹一律送往设有检验设备
的站点查验后封箱寄发。

“查验需要的设备数量少且价格不菲，短时间
内还不能大面积配发， 所以暂时采用这种办法提
高营业效率。 ”现场的中通快递负责人说，快递实
名制后，到快递网点发大件包裹的寄件人，会要求
其出示身份证并仔细填写个人身份信息， 而上门
收发件则没有硬性要求。

吉林省辽源市鸿远物流公司总经理宋宇表
示，民营快递物流企业在乡镇一级的网点原本就
不密集，一个站点一般也就两三个人，要实现收
寄件实名登记和严格查验根本忙不过来。 “农村
地区收寄货物量较小，很多企业为占领市场属赔
本经营。 实行实名和严格查验制度以后，成本肯
定还会增加。 ”

“收发件要求寄件人填写身份证号码时，大
部分人都很不主动。 实在拗不过，我们也不好强
求。 ”宋宇说。

快递实名制无疑将带来许多积
极的效果，但也不乏隐忧。 多位业内
人士表示，今后在实践中能否找到有
效的应对措施，是确保快递实名制真
正成功的关键。

———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如何保
障？

近年来媒体多次曝光有主流快
递公司内部员工涉嫌贩卖客户信息，
快递单号内容被放到网上公开售卖，
价格从 0.4 元到 2 元不等。此外，还发
生过有快递公司因服务器配置不当

导致数万订单信息泄露的问题，给客
户信息安全带来了风险。

———成本增加、 效率下降， 快递
企业担忧怎么“破”？

吉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秘书
长孔茂华认为，开箱查验、使用 X 光
机扫描在增加货物安全性的同时，也
在无形中增加了快递企业的运营成
本，降低了运营效率。

———快递实名制及相关查验制度
会否“走过场”？

相关信息显示，为了确保快件寄

递安全，其实有关部门早在几年前就
推出了快递寄运需要先验视的规定，
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相关细则和法规如何完善？
有消费者表示，快递公司不是法

定查验证件的机构，没有权利要求消
费者必须出示个人身份证明。 近日，
福建一名律师因在寄件时被要求填
写身份证号，将当地邮政速递物流公
司告上法庭并获立案，起诉理由就是
快递公司要求填写寄件人身份证号
的做法没有法律、法规或规章依据。

快递实名制存四大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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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不开躲不过

真正成功： “一纸命令”远远不够

中石化原副总经理
张耀仓被带走调查

多个消息透露，中石化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张
耀仓日前被带走协助调查，疑涉海外项目利益输
送。 目前该消息尚未得到中石化官方确认。

张耀仓为中石化集团公司原党组成
员、 副总经理， 分管海外及国际业务，
2014年从党组成员的位置卸任。

10月初， 中石化原总经理苏树林
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根据
今年 8 月 3 日一期《财新周刊》封面
故事《百亿美元石油陷阱》报道，苏
树林任中石化总经理期间在安哥
拉收购项目中曾向合作伙伴华裔
商人徐京华的公司支付了 5100 万
美元的中介费，部分费用并未经过
党组讨论。

张耀仓涉案，怀疑因涉苏树林
及徐京华案。 有消息人士表示，中
石化海外资产大举收购，就是徐京
华牵线，而徐京华与张耀仓非常熟
悉。 据新华网报道

最高检依法决定
对杨栋梁立案侦查
日前， 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

依法对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原党
组书记、局长杨栋梁以涉嫌受贿罪立案
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案件侦查工作
正在进行中。 据新华社电

纳雍县县长郑成芳
接受组织调查

记者 2 日从贵州省毕节市纪
委获悉，经毕节市委批准，毕节市
纳雍县委副书记、 县长郑成芳涉
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
查。 郑成芳于 2013 年 5 月起任毕
节市纳雍县委副书记、县长。

据新华社电

涉嫌严重违纪

东风汽车总经理朱福寿被查

去年至今， 席卷国内各大汽车企业的反腐
风暴仍在持续并深入中。

11月 2 日 15 点 30 分， 中纪委监察部网
站称，东风汽车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
理朱福寿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调查。

就在数月前，东风汽车原党委副书记范仲、
东风汽车总经理助理及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副总
裁任勇皆涉嫌了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组织调

查。 因而，朱福寿也是继前两人之
后，被相关部门调查的东风系另一大
高管。

据中央统一部署，2014年 11月 27日
至 12月 27日，中央第十三巡视组对东风汽
车进行了巡视。2015年 2月 4日，中央巡视组
向东风公司党委反馈了巡视意见。

中央第十三巡视组组长朱保成指出 ，
东风汽车不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 但干部
群众也反映了一些问题：部分领导干部的亲
属违规经商办企业、与东风公司存在关联交
易 ; 领导干部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愈演
愈烈 ;公款出国 (境 )旅游问题突出 ，任务重
复、超天数、超人数现象普遍。 同时，巡视组
还收到反映一些企业领导人员的问题线索，
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及有
关部门处理。

据中纪委网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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