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桐庐帮为首的以桐庐帮为首的““通达通达
系系””快递公司快递公司（（圆通圆通、、申申
通通、、中通中通、、韵达韵达））在在20162016
年纷纷完成资本上市年纷纷完成资本上市，，
一时炒得行业一时炒得行业““春光春光””一一
片片。。但桐庐首富接手的但桐庐首富接手的
国通快递国通快递，，日子似乎却日子似乎却
不尽太平不尽太平。。继圆通部分继圆通部分
站点站点““被倒闭被倒闭””风波之风波之
后后，，近日近日，，位列二级梯队位列二级梯队
的国通快递又被曝因拖的国通快递又被曝因拖
欠班车运费近亿元而遭欠班车运费近亿元而遭
围堵围堵。。

为业界关注的是，国通快递前身
CCES几经易主，2012年被桐庐首富中国
红楼集团接手后方起死回生。国通2016
年新任执行总裁更曾语出惊人，表示跳
出“通达系”的逻辑做快递是国通发展的
长期策略。2016年，国通还刚刚和海航货
运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看似“翻牌”的国
通究竟运营怎样？如何跳出“通达系”逻
辑做快递？对此，国通总部方面拒绝接受
采访。

快递行业专家赵小敏认为，目前并没
有看到国通明显的差异化运营，公司能否
突出重围，关键要看下一步有没有新的举
措，包括调整思路以及团队问题。而二三线
快递的洗牌也已经不取决于自己，更多取
决于第一梯队7家快递公司的发展速度。

国通回应承认欠款，
称“行业普遍如此”

据界面新闻报道，从2015年12月到目
前，国通快递已拖欠某第三方外包车队
公司运费近亿元，期间车主们曾去上海
几次三番讨要无果。与此同时，目前已有
浙江上虞、江苏盐城、溧阳、安徽马鞍山、
河南三门峡、四川广安前锋、南充蓬安分
部、安徽合肥肥东、河南安阳等多个网点
暂停营运。

国通快递的企业主体名为上海红楼
快递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主体则均名为国
通快递。据国通官方网站介绍，公司全网
从业人员约50000人，全国各地设有分拨
中心40多家。干线班车运营线路500多条，
全网运营车辆数万辆。公司服务项目有国
际快递、国内快递、物流配送和仓储等，提
供国内当日达、次晨达、次日达、隔日达等
服务。同时，开展了运费到付、电子商务配
送、签单返回等增值业务。客户群体遍及
电子商务、制造业、高科技IT产业、零售业
等多个领域。

2月27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来到
位于上海市松江区的国通集团总部，就上
述事件向国通快递方面进行求证。国通快
递一位负责人杨女士对记者称，公司此前
已在今日头条app上的相关文章下的评论
区做出了回应，不过记者并未在评论区看
到所指回应。

随后，杨女士对记者表示，公司与车
队约定的账期为三个月，但超过三个月
还尚未支付款项的情况也确实存在，不
过其称这是“行业普遍现象，大家都这
样”。杨女士同时否认了媒体报道中所称
的拖欠资金上亿以及数个省份网点出现
运营问题的情况，称“只有北京有这种情
况”，而且“是因为车队司机把货物集散
点给围了”，导致北京区域无法发货。耐
人寻味的是，杨女士还向记者声称“已经
查到了是谁报的料，接下来怎么办还没
有决定”。

对于班车账期问题，快递行业专家赵
小敏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快递行业
账期延长一个季度甚至5个月都是正常
的。记者采访的业内其他加盟商对此也表
示认可，但如果拖欠长达1年以上还是不
太正常，不排除是资金链问题。

当记者向上述国通杨女士问及公司
目前资金状况时，杨女士以“商业机密”为
由拒绝回应。国通将如何解决此次事件，
截至记者发稿时，国通也并未正面回应。

值得一提的是，《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通过裁判文书网查询获知，上海红楼快递
集团有限公司在去年9月21日（（2016）沪
0117执04002号）与11月7日（（2016）沪0117
执06679号）两次被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
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原因分别为未“偿

付垫付款1854.4475万元及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和未“执行付款”。

跳出“通达系”逻辑做快递
生存之道在哪里？

在2016年5月底的“京交会”上，国通
快递与海航货运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表示将在国内航空业务合作、跨境国际业
务开发、金融以及资本运作等领域开展战
略合作。紧接着又和京东洽谈合作，区别
于通达系主要对淘系货量的依赖，一度掀
起行业轩然大波。

时至今日，国通究竟运作如何？怎样
跳出“通达系”逻辑进行发展？在《每日经
济新闻》记者采访中，杨女士依然以“商业
机密”为由拒绝回答。国通部分加盟商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公司如何区别通达
系也并没有明显感受。

赵小敏认为，目前并没有看到国通明
显的差异化运营。但相较其他快递企业，
国通背靠红楼集团，红楼的零售百货和专
业市场应该是国通独有的竞争力。被赵小
敏强调的是，红楼集团旗下拥有的上市公
司——兰州民百（600738，SH），应该是国
通快递进行资源整合的最佳平台。

“如果国通单独去做快递，不依靠母
公司的上市资源等其他助推，目前的市场
格局已经很难突破了。”赵小敏说。在他看
来，国通要想跳出通达系逻辑，并非是去
依靠海航合作，关键是要跳出思路，拿母
公司的优势去发力百货零售业、社区商业
等。此外，红楼集团还有酒店和旅游公司
及地产、丝绸等。国通需要做的是把这些
产业串联起来，根据行业特点开发不同的
产品，用不同的运营模式提供解决方案，
走差异化和专业化的快递之路。

二三线快递的洗牌
取决于第一梯队的发展速度

国通拖欠班车费事件，再次引发业界
对二三线快递生存现状和洗牌的关注。尤
其通达系的上市对二三线快递是否会带
来进一步的挤压？百世、优速、全峰的接连
融资，包括苏宁和天天的合作、京东和达
达的合作，资本的入局都让第二梯队的竞
争更加激烈，市场暗流涌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通总部否认全
国其他地区网点暂停营运，但《每日经济新
闻》记者2月27日采访了解到，在安徽、四川
等地，确实出现部分末端网点暂停的现象。

安徽一位加盟商告诉记者，合肥网点
的停运是因为上个加盟商没有快递运营
经验，目前已找到新的加盟商，预计最近
几天就会恢复。四川一位加盟商则对记者
坦言，个别县级单位暂停运营，局部是地
方资金问题，但和上海总部给予的资金支
持不够也确实有关，导致网络不好，很多
站点经营不下去。

包括国通总部杨女士也向《每日经
济新闻》记者坦承，这两年持续的价格战
使得行业利润减少，包括几大巨头上市
等因素，都给二三线快递企业带来更大
的压力。无论是在终端网点还是企业层
面，“老板投了40个亿下去了，你可以想
象老板的压力”。

赵小敏则认为，二三线快递的洗牌已
经不能取决于自己，而在于前7家（通达系
4家+顺丰+EMS+百世）快递公司的发展
速度，尤其是已经上市的5家快递公司，因
为他们掌握的市场份额达到80%以上，虽
然不至于价格同盟，但依然可以主导价格
战。也正因为如此，二三线快递的生存之
道，依旧在于差异化。 （每日经济新闻）

昨日昨日，《，《每日经济新闻每日经济新闻》》记记
者前往国通上海总部证者前往国通上海总部证
实实，，国通北京区域确实国通北京区域确实
存在拖欠班车运费的情存在拖欠班车运费的情
况况，，但相关负责人否认但相关负责人否认
拖欠资金上亿拖欠资金上亿，，同时否同时否
认全国其他网点暂停运认全国其他网点暂停运
营营。。但记者电话采访国但记者电话采访国
通安徽通安徽、、四川等地加盟四川等地加盟
商商，，证实部分网点确实证实部分网点确实
因加盟商个人原因和资因加盟商个人原因和资
金问题出现暂停现象金问题出现暂停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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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班车费 国通快递部分网点暂停运营
国通回应欠费风波：“老板已投40个亿下去了……”

分析称，国通要跳出“通达系”逻辑，应拿母公司的优势发展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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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便民服务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租 车 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搬家公司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二手货交换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律师服务

启 事
●本人代勇，将成都建国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2016年12月29日开具的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第一联（发
票联）第三联（报税联）第四联
（注册登记联）发票金额：142800
元， 发票代号：151001522001，发
票 号 码 ：02674919， 车 架 号 ：
LGWEF4A53GH096781遗失，声
明作废。

●新都区天尤电器经营部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51011119641027��
1201）遗失。
●成都市洪锦城汽修有限公司开
户许可证（开户行：华夏银行蜀汉
支行 ， 许可证号 ：J651007393�
0601）遗失，特此声明。
●于明警官证（警号：51010206）
遗失，声明作废。

●宋涛，川师大经济管理专业毕业
证（106365200606001152）遗失

酒楼·茶楼转让
●青城前山黄金口岸酒店转让出
租证齐每平20多元15520839993
●双楠酒楼寻合作18628053371

店 铺
●黄金口岸旺铺出租1300平安顺
廊桥13568997699、13540320811

厂房租售
●东三环汽修4千平13096373365
●龙潭经济城办公室322平厂房
2000平及宿舍出租84209166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航空港厂房出租15208389268

招 商
●宾馆对外承包13881921058

●好项目寻合作13608596722商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一件从江苏淮安寄到成都的快递，在途中已
经历整整10天，在收件方苦等的背后，货件实际
在5天前就到了国通快递四川分拨中心，但此后
便停止不前。

前晚，成都商报记者在国通快递四川分拨中心
看到，近20辆外省货车停放于此，数以万计的货件
出现滞留。经了解，由于国通快递总部拖欠四川公
司以及货车司机的运费，分拨中心不给这些货车卸
货，货车司机也拒绝卸货。

下单10天后未收到货
原是数万件快递滞留

如果一切顺利，洋展购成都春熙路店的商家，
在四五天前就应该收到从江苏淮安厂里寄过来的
货件，不过如今距发货已过去10天，这套由国通快
递派送的货件还是没有音讯。

“客户在我们店定了一套床上用品，我们让江
苏厂家把货发过来，由于没有按时送达，客户已要
求退货。”成都洋展购负责人陈佩佳说，在连续数日
与国通快递沟通后，最终联系上货车司机。原来，货
件在2月17日发出，21日晚就到了国通快递四川分
拨中心，之后便一直滞留。

事情为何会这样？前晚，记者前往位于双流黄
龙大道的国通快递四川分拨中心，近20辆货车停放
在卸货区，车厢内堆满货件，但没有卸货的人。据了
解，这些货车从2月21日起陆续抵达成都，但货件迟
迟无法卸下来。

从福建泉州发往成都的货车司机曾建拿出一
张货件单，他这一趟车运了1900件快递。记者又查
看了多位货车司机的货件单，运载货件均在千件以
上，这就意味着，现场停放的20余辆货车上，有数万
件的快递等待国通快递四川分拨中心派送。

分拨中心不卸货
货车司机也不让卸货

“国通快递总部欠了四川分拨中心的钱。”在交谈
中，一位货车司机说。记者在现场见到了四川分拨中
心一位工作人员，对方称正是上海总部没有给钱，因
此拒绝卸货。该工作人员说，这些货件运到四川后，四
川分拨中心需要进行卸货、派送、中转，“比如一位南
充的市民在广东的一家网店购买了东西，货件从广东
运到四川后，就由我们把这件货转运至南充客户手
中，从成都到南充的一系列费用，应由上海总部给我
们结算。”因为得不到钱，分拨中心拒绝卸货。

同样是快递滞留，来自江苏淮安的货车司机张

勇却是另一种情况。他所在的运输公司作为第三方
车队，由国通快递总部直属的江苏淮安国通快递进
行外包。由于国通快递拖欠了车队的“班车费”，因
此车队用拒绝卸货的方式来讨要欠款。

国通快递四川公司：
总公司不给钱，已无法承担费用

昨日，记者联系上国通快递四川公司一位负责
人，接通电话时，对方已身在上海，正对目前的状况
与国通快递总部进行协商处理。

据了解，国通快递在全国二十多个省份进行直
营，而四川公司与国通总部只是加盟关系，每个月
的系统费结算由总部财务处统一发放给省公司系
统账户，省公司对下面网点进行结算。

国通快递四川公司负责人说，从去年9月开始，
国通快递总部就再没有支付四川公司的系统费用，
四川公司只能通过垫资保持省内正常运营，省内干
线运输费用和网点利益（派费）的支付。“我们本身
不想积压消费者的快递，但现在已无法再承担这笔
费用，因此无法卸货。”

而对于江苏淮安负责运送快递的第三方车队
来说，得不到钱，把货运到成都，也不让卸货。如此
一来，总部拖欠系统费，带来的是省外分拨中心干
线不正常，而转运至省内二、三线城市的运输也难
以保障。现实的状况是，国通快递的问题，最终殃及
当初选择这家快递公司的数以万计的客户。

记者查询发现，今年1月18日国家邮政局公布
了关于2016年快递服务满意度调查结果，测试对象
为2015年国内快递业务总量排名靠前且服务水平
较好的10家全网型快递服务品牌。最终的数据显
示，在前十家快递企业总体满意度排名和得分中，
国通快递以65.8分排名倒数第一。

货是到了，何时才能“递”？
国通快递数万件货滞留成都

同步
播报

在四川分拨中心，载着满满快递的车队在等待卸货

对于此事，国通快递总部一位负责人在电话中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这只是四川公司管理上出现了
问题，而国通快递四川公司负责人予以否认。不过，
国通快递四川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已和国通快递
总部协商出了处理方案，积压在四川分拨中心的快
递将陆续卸货，并安排派送。

昨晚，四川省邮政管理局委派成都市邮政管理
局工作人员，前往国通快递四川分拨中心了解情
况。经证实，国通快递四川分拨中心确实存在货件
积压的情况。而究其原因，实为国通快递总部拖欠
四川公司以及江苏淮安司机的系统款，因此出现司
机不让卸货，而四川分拨中心无法卸货的局面。

四川省邮政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国
通快递总部运作出现问题，影响到省公司以及干线
货车的派送工作。国通快递总部昨已支付了四川公
司一部分欠款，“我们已要求国通快递四川公司启
动应急预案，保证顾客的货件能及时送达，并积极
处理客户的投诉工作。”

昨晚8时，记者再次联系上货车司机曾建，对方
称四川分拨中心已于当晚7点半左右，开始对货车进
行卸货。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已协商出处理方案
昨晚开始卸货

最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