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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市21家快递服务中心累计收件突破90万

让业主网购无担忧 让物业服务更贴心
如今，网购已成为时下最流行的一种购物方式，市民足不出户，只需动动手指，就能买到价格低廉、款式 多
样的商品，这给快节奏的忙碌生活提供了许多便利。不过与此同时，网购的蓬勃发展也衍生出快件收发、货物破
损等问题，给小区快递“最后一公里”制造了难题。
为了减少快递员送件压力，让业主购物无后顾之忧，近年来我市房管局全力打造的智慧物业项目之一——
—
小区快递服务中心，自 2013 年首次挂牌成立，至今已为扬城市民服务了 4 年有余，特 别 是 在 双 11 ，双 12 这 样 的 特
殊购物节，更是为业主提供不少便利，受到多方好评。

■看数据
小区快递服务中心收件突破90万
据扬州物业网监测，从2017年1月1日
至2017年12月25日， 我市21家小区快递
服务中心收件突破90万，较去年相比有所
上涨，成为我市不少小区收件的强大“后
盾”。 正是因为小区快递服务中心发挥的
重要作用，今年，我市中央都会润雅苑、首
开水印西堤、雅居乐花园等几个项目点纷
纷开设，在短短时间内就收获极大成效和
业主好评。
扬州雅居乐花园负责人表示，“以前
业主不方便收件， 我们出于情义免费代
收，但一旦遇到纠纷又很难说清”，该人员
告诉记者，为了厘清权责，规范代收义务，
让物业和业主的权益都获利，他们于11月
1日正式成立小区快递服务中心，“由于我

们的前期宣传，今年双11、
双 12， 它 可 发 挥 了 大 作
用”。 该人员介绍道，仅11
月， 小区快递服务中心就
收件多达735件，为此，小区物
管处全员加入战斗，奋斗“一线”；
华鼎星城
而双12， 小区快递服务中心持续
物业人员扫描
发力，加班加点，为业主送去不少便
快件信息
利。“刚开始，业主对我们的举措还存
有质疑，不过，经过双12的检验，业主不但
接受了这一收件形式， 还对我们愈发信
任。 ”据了解，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该小
区快递服务中心已收件多达2247件，获得
不少好口碑，业主直指物业为民办实事。

锦苑小区快递服务中心

每环节合同、
协议作保障

■看成效
业主网购无后顾之忧

万 鸿 城 市 花 园 双 11
收件井然有序

买了快件无人收， 快递员还要多跑
腿；物业企业怕代管，快件破损难定责。 相
信现实生活中，以上情况是“剁手”一族都会
遇到的问题，不过在有小区快递服务中心的
住宅区内，记者发现，这些难题都迎刃而解。

家里没人，物业帮忙收件
物业代收快件，货物安全有保障。“作为
上班族，平时经常不在家”西郡188李女士反
映，由于无人签收，快递员有时候要多跑好
几次，“
既耽误我收货时间，又给快递人员添
堵，真是很无奈”！ 不过，自从小区成立了
快递服务中心后， 李女士的烦恼终于“解
锁”，“
现在快件全都由物业代收， 下班只要
顺路拿一下就行了”李女士笑言，物业人员
还充当了“监督员”，会替业主对每件货物把
关，一点都不担心快件会有严重破损。

保障安全，防止不法分子进小区
排除不安全因素，业主生活有保障。“现
在许多不法分子冒充快递员上门行窃或行
凶的新闻太多， 平常只有老人和孩子在家，
真是不放心”！ 锦苑世家王先生表示，以前快
递员送件时，老人警惕性较强，不愿开门，经
常要与自己核实后才收件，“说实话挺耽误
我工作的，有时候开会接不到电话，还将快
递员晾在一旁”。 自从有了小区快递服务中
心后，这一情况终于得以改善，“现在都是物
业短信告知， 老人也放心了， 遇到重物、大
件，物业人员还直接送上门”。

快递服务中心帮忙邮寄货物
退货就在家门口，时间效率有保障。 颐
和苑网购达人钱女士表示， 自己平时买的
多，可退的也多，由于附近没有快递公司，以
前经常要驱车老远去找地方退货，特别耗时
耗力，“
有时候虽然和快递员说好，但人家因
为路程问题，随时会放你鸽子，太耽误我退
货了”。 不过，自从有了小区快递服务中心，
物业提供的退货服务终于如了钱女士的意
愿，“
现在只需步行几百米， 随时都能退货，
既省时又方便”。

恒通物业人员为业主送快件

物业服务提质增效
代收快件成特色服务
业主满意率提高

架起沟通桥梁
物业费收缴率提高

“以前没有小区快递服务中心
时，替业主签收快件其实对我们很没
有保障” 雅居乐物业人员告诉记者，
虽然物业本没有义务替业主代收快
件，但为了给业主提供便利，体现物
业的人文关怀，他们还是会默许快递
员将快件放在门岗处，“长此以往，业
主很容易将收取快件归为物业管理
范畴，甚至在快件破损时将矛头指向
我们”。 不过，该人员表示，现在，小区
快递服务中心将职责明确，成为特色
服务，让物业免收背锅之苦，“我们会
在快递员送件时仔细检查包裹，有问
题的快件直接退回， 或者向业主说
明， 先前因此对我们有嫌隙的业主，
如今对我们改观不少”。

在小区快递服务中心成立之前，
许多业主很少与物业人员交流， 多是
在收取物业费时才能见上一面， 这就
造就很多业主对物业人员的工作不了
解、不清楚，甚至引发“我的物业费究
竟用去哪”的质疑。 恒通物业人员告诉
记者，现在，业主时常与物业人员在取
件时聊家常、谈建议，而物业人员的辛
苦忙碌也被业主尽收眼底。“
今年双12
期间，一位孕妇前来取件，由于快件较
多，拿取不便，小区保安便主动帮忙，
虽然吃力，但依然给业主送上门。 ”据
悉， 这位业主被物业人员的服务所打
动，加之平时经常取件，将物业的负责
看在眼里，出于信任，不但结清了今年
的物业费，还预交了明年的物业费。

■看保障
完善的制度和设备让业主放心
如今， 为业主代收快件的机构和
设备层出不穷，如小区快递柜，但无法
保障快件安全；如门口小超市，但需要
额外付钱。 与此同时，这些机构或设备

往往很难厘清快件纠纷的职责， 业主
多是投诉无门。 而小区快递服务中心
与它们相比，又有何“过人”之处，其成
功的秘诀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锦苑小区快递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如果想要为业主
提供这项服务，物业公司要
先与快递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而
业主想要享受这项服务，则要和
物业公司签订快件代收协议，委
托其收寄快件；最后快递员送件
时必须先在物业处签署一份送
件证明，证明快件已送至服务中
心。
“我们都备用了小刀、笔等
用具，如果是易碎物品，或者外
包装有破损的，我们会建议业主
当场查看， 检查内物是否完好。
要是发现内物损坏，我们会联系
快递人员处理，根据协议，快递
方会做出赔偿。 ”该人员说道。

快件扫码存电脑
短信通知无遗漏
万鸿城市花园小区快递服

务中心负责人表示，每天快递员
送件来时，都会通过扫描枪记录
快件个数，并撕下快件上第一张
送货单，物业人员随后逐个扫描
进电脑存档，并通过短信平台告
知业主取件，“业主取件时需要
报出楼栋号或者手机号后4位，
并且签名”，她强调，如果签的名
字与快件上不符，物业人员还会
仔细询问拿件者与收件人的关
系。 到了晚上，快递人员会拿着
第一张单子与物业人员撕下的
第二张单子核对，并拿走业主寄
件单。

监控无死角
快件纠纷有凭证
“我们在小区快递服务中心
内都设置了监控系统，快递员送
件、物业人员整理快件、业主取
件的过程都发生在监控下，一旦
业主快件出现问题，或者因此发
生纠纷， 我们都能通过调取监
控，判定责任方。 ”名都华庭物业
负责人谈及，他们的监控能调取
到20天前的影像。

■看举措
创新举措避免压仓带来优质体验
据扬州物业网监测，从11月
13日至11月19日， 双11购物周
期间，市区21家小区快递服务中
心共收件44083件， 日 均 收 件
6298件，较前一周（11月6 日—
11 月 12 日）17012 件 收 件 量 相
比，环比上涨159.13%。
面对如此巨大的收件压力，
我市多家小区快递服务中心创
新举措，避免压仓，给业主带来
很好的收件体验：
1. 增 设 人 手 ： 万鸿城市花园
物业负责人介绍，今年小区快递
服务中心的收发件人手，由原先
的2个增至6个， 比平时多达3倍
之多。
2. 延 长 工 作 时 间 ： 锦苑物业
人员表示，每逢双11，快件呈井
喷状态， 为了不耽误业主收件，

小区快递服务中心工作时间由
原先的上午9点至下午7点，延长
至上午8点至晚上9、10点， 甚至
连双休的时间都放弃了。
3. 更 新 扫 码 设 备 ： 莱茵苑物
业人员坦言，今年的快件收发情
况从11月12日就出现高潮，日均
达700多件。 因此，他们提前做好
了应急预案，灵活组织，加强调
度，同时，他们还加装了一套电
脑设备，提高快件录入效率。
4. 快 件 跟 踪 ， 避 免 囤 积 ： 恒
通物业人员则表示， 针对多件、
大件业主， 他们有专人负责通
知、 跟踪， 尽量避免快件囤积，
“遇到老人、 孩子等不方便拎取
的快件，我们物业人员还会主动
帮忙，送货上门”。
通讯员 许雅珉 记者 金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