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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办公场所本月起对外招租，位于三
亚市迎宾路 145 号天际大厦 4 楼（整层 937
平方米），地段繁华，交通便利，整层出租，使
用率高，办公环境好，有停车场，随时看房，
价格面谈，有意向者请咨询卓先生。

联系人：卓先生
联系电话：13398989293
联系地址：三亚市迎宾路 145 号天际大

厦4楼

2021年 3月5日

办公场所招租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遗失声明 200元/条（超过50个字整条按字数5元/字）；
一个证（正本、副本）380元/条。注销公告 360元/条

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遗 失 声 明

三亚海发制冰有限责任公司拟向三亚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杨月曈遗失广州和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开具的装修
款收据，收据号：H012116，金额：200000 元，现声明作
废。
★ 林 亭 亭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
232321199005107936， 有 效 期 限 ： 2016.09.13—
2036.09.13，现声明作废。

★刘海诚遗失北京城建海云家园v53房的契税收据，收

据号：20160002594，金额：303460.23元，现声明作废。

★三亚海棠区舒颐老年人服务中心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核准号：J6420004313001，现声明作废。

★三亚海发制冰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602002000186，现声明作废。

★张海康遗失与邓小星签订的租地协议原件一份，签订

日期：2020年 11月 15日，特此声明。

海南三亚亚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民
币由伍仟万元整减为叁仟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
日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取个快递走一公里，有的被强制拍照……

快递代收点到底方便了谁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周自扬

3 月 16 日，在乌
拉圭首都蒙得维的
亚，工作人员准备从
飞机上卸载中国科
兴新冠疫苗。

第 二 批 由 中 国
科兴公司研制的新
冠疫苗 16 日运抵乌
拉圭首都蒙得维的
亚，同时运抵的还有
中国向乌拉圭捐赠
的口罩、护目镜等防
疫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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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伊斯兰堡 3月 17 日电
（记者 李浩 蒋超）中国政府援助巴
基斯坦第二批新冠疫苗交接仪式 17
日在巴首都伊斯兰堡附近的努尔汗
空军基地举行。巴负责国家卫生服

务的总理特别助理费萨尔·苏丹和
中 国 驻 巴 使 馆 经 商 公 参 谢 国 祥 出
席。

苏丹对中国政府再次向巴方援
助新冠疫苗表示感谢。今年 2月，巴

基斯坦先后收到中国政府和军队分别
援助的新冠疫苗。巴基斯坦是中国政
府对外援助新冠疫苗的第一个受援
国，巴基斯坦军队也是第一个接受中
国军队新冠疫苗援助的外国军队。

中国政府援助巴基斯坦第二批新冠疫苗完成交接

据新华社东京 3月 17日
电（记者 华义）据日本共同社
16 日报道，神奈川县政府当
天宣布，两名变异新冠病毒感
染者死亡。这是日本首次报
告感染变异新冠病毒死亡病
例。此外，日本首相菅义伟当
天接种了新冠疫苗。

共同社报道说，这两名居
住在神奈川县的男性感染者
是本月死亡的。他们都没有
去过国外，感染途径不明，目
前尚不清楚他们感染的是哪
种变异新冠病毒。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
报道，日本已有 300多变异新
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有的感
染了英国出现的变异新冠病
毒，有的感染了南非或巴西等
国出现的变异新冠病毒。

菅义伟16日接种了由美国
辉瑞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
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

日本:

首次报告感染变异
新冠病毒死亡病例

关注国际疫情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记
者 李延霞）记者 17 日从中国银
保监会获悉，银保监会等部门近
日联合发布通知，规范大学生互
联网消费贷款，明确小额贷款公
司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
费贷款。

《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
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
通知》指出，近期，部分小额贷款
公司以大学校园为目标，通过和
科技公司合作等方式进行诱导
性营销，发放针对在校大学生的
互联网消费贷款，引诱大学生过
度超前消费，导致部分大学生陷
入高额贷款陷阱，引起恶劣的社
会影响。

通知明确，小额贷款公司要
加强贷款客户身份的实质性核
验，不得将大学生设定为互联网
消费贷款的目标客户群体，不得
针对大学生群体精准营销，不得
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

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加
强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风险
管理，严格落实大学生第二还款
来源，规范催收行为，加强个人
信息保护，所有大学生互联网消
费贷款信贷信息都要及时、完
整、准确报送至金融信用信息基
础数据库。

通知明确，对于已发放的大
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小额贷款
公司要制定整改计划，已放贷款
原则上不进行展期，逐步消化存
量业务，严禁违规新增业务。

记者从银保监会了解到，银
保监会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做
好通知贯彻落实工作，积极开展
违规业务的排查整改，坚决遏制
互联网平台精准“收割”大学生的
现象，切实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发布通知的部门包括银保监
会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
教育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
人民银行办公厅。

国家禁止小贷公司
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

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
（记者 陈席元）国家卫健委等五
部门近日发文，将 12 个病种纳
入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救治管
理病种范围，并鼓励各地在国家
确定的病种基础上，纳入本地区
多发、群众反映强烈的儿童重大
疾病。

据了解，这 12 个病种包括
脑胶质瘤、髓母细胞瘤、颅咽管
瘤、室管膜肿瘤、恶性生殖细胞
瘤、鼻咽癌、甲状腺癌、胸膜肺母
细胞瘤、神经纤维瘤病、朗格罕
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慢性活动
性EB病毒感染以及免疫性溶血
性贫血。

通知要求，各地要根据新增
病种诊疗需求和病例登记信息
数据等情况，及时调整完善定点
医院和诊疗协作组，细化诊疗规
范和临床路径，完善医疗保障政
策，并做好病例信息登记、全程
管理和随访。

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病种
多，治疗难度大，部分病种诊疗
过程涉及多个学科或医疗机构，
造成治疗周期长、医疗费用高、
报销比例低、家庭负担重。2019
年，国家卫健委等五部门首次将
再生障碍性贫血等 10 种主要的
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病种纳入
救治管理和保障体系。

12个病种
纳入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救治范围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记
者 查文晔 刘欢 石龙洪）国台办
发言人朱凤莲 17 日应询指出，
2020 年大陆有关方面向台湾方
面通报 28 批次台湾地区菠萝不
合格情况，提醒台方加强源头管
理。遗憾的是，不合格情况一直
未得到改善，台湾方面没有任何
回复。

当日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有记者问，大陆暂停台湾地
区菠萝输入后，台当局农业主管
部门负责人称，为何大陆去年就
检出台湾菠萝不合格，现在才宣
布 禁 止 输 入 ？ 请 说 明 相 关 情
况。朱凤莲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朱凤莲说，经风险评估，台湾
地区菠萝传带植物疫情风险很
高。为防范植物疫情传入，保护
大陆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有关方面暂停台
湾地区菠萝输入。这是正常的
生物安全防范举措，科学合理。

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朱凤莲指
出，大陆方面一直高度重视台湾农
民利益福祉，积极采取措施为台湾
农民排忧解难，协助他们拓展大陆
市场，岛内农产品滞销时及时伸出
援手，帮助台湾农民渡过难关，使
他们获得实实在在好处。

“此次大陆暂停台湾地区菠
萝输入，是为了保障农业生产和
生态安全采取的正常防范举措，
完全合理、必要。民进党当局把
技术性问题泛政治化，恶意抹黑
大陆，自己关上解决问题的大
门。”她说，“从源头上解决农产

品安全问题并不难，关键是民进
党当局没有丝毫为台湾农民着
想的意愿。做些吃菠萝的表面
文章，不过是要蒙混过关而已。”

有记者问，大陆是否愿意和
台方共同协商农产品生物病虫
害防治事宜，或在目前两岸农业
单位对口机制下进行处理？

朱凤莲表示，农产品安全事
关民众切身利益。希望台湾有
关方面予以重视，履行好监管责
任，加强源头管控，避免给业者
和民众带来损失。

“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借机制
造敌意，一方面又声称要‘坐下
来谈’，他们不觉得这样挺无聊
吗？”她说。

有记者问，大陆暂停台湾菠
萝输入，台方称是大陆政治打
压，对普通农民施压。现在大陆
出台“农林22条措施”，惠及台湾
农业人士。是否担心台方解读
为这是“釜底抽薪”或者“胡萝卜
加大棒”的措施？

朱凤莲回答说，无论是暂停
台湾地区菠萝输入，还是出台

“农林22条措施”，都有一个共同
点，都是大陆在对台工作中贯彻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
体体现。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
做什么。人民需要安全的农产
品和生态环境，我们就要把好
关，守好责。人民需要高质量的
发展，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就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在
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过程中提升
两岸同胞福祉。

国台办：

去年大陆向台方通报28批次菠萝不合格
台方无任何回复

“没通知快递就被放到菜鸟驿站，离家 1 公里远 ”“特意备注不要放驿站，还是放了”“去代收点好几

次都没人”“取件被强制拍照”……原本为方便消费者而设立的快递代收点，近来却被消费者频频吐槽。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代收点不尊重消费者选择权，取件时间不合理，丢快递现象时有发生。

张先生家住河北省邯
郸市复兴区光华苑三期，
快递车可以进出，快递员
也可以上楼。但自从小区
附近设立了一个菜鸟驿站
和一个熊猫快收网点，他
觉得取个快递“太费劲
了”。

张先生说，都是不通
知就直接把快递放到代收
点。“在网上查到这家驿站
营业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
上 7 点，但驿站门口张贴
告示，称中午12点到下午
2 点关闭。”张先生吐槽，

“等我下班回家它也关
了！”

为了正常收快递，张先
生在菜鸟App上设置了拒
绝将快递放至菜鸟驿站，但
并没有效果。他的快递仍
然被直接放在菜鸟驿站，而
且还不能正常入库，需要自
己找。

不少人吐槽：“下单一
时爽，收货常常难。”家住
北京市大兴某小区的小木
告诉记者，快递员没通知
就将快递放置于小区的菜
鸟驿站。“我给快递公司打
电话投诉，提出这个快递
急用，要求尽快配送上
门。另外，以后的快递不
要送至驿站。客服表示同
意。”小木说，但等了两天、
打了两次电话投诉后，她
的急用包裹才被扔在门
口，其后的快递则仍旧被
直接送至菜鸟驿站。

“有啥办法能让快递
不放代收点啊？家里每天
都有人。”北京的小宋无奈
地说。

除了未经允许就将快
递放至代收点，不少人反
映，从代收点取件也不顺

利。北京西城区的李女士
说：“晚上过了 8 点取不
了，想在第二天上班前取，
9点了代收点还没开门。”

记者发现，有一些代
收点经常无人看管，有的
虽然有人但也不怎么负责
核对取件人信息，任何人
都可以随意拿走快递，增
大了丢件风险。家住上海
市浦东新区的安小姐说，
自己网购的化妆品显示在
驿站暂存后已经送达，但
自己没去取过，驿站工作
人员也说不清被谁取走
了。

还有代收点的取件方
式涉嫌过度收集个人信
息，侵犯消费者隐私。有
消费者反映，有的代收点
的取件机器会对取件人拍
照存档，一旦用户反馈丢
件，会由驿站工作人员查
询取件时的照片信息。

快递代收点的这些问
题并非偶发现象。微博话
题“快递代收点强制取件
人拍照存档”和“快递代收
点强制拍照会泄露隐私
吗”，阅读量超过 1.5 亿。
知乎问题“有多少人因为
菜鸟驿站放弃淘宝”浏览
量近700万，超过2400位
网民作答，其中高票答案
大部分都是对菜鸟驿站服
务的吐槽和分享自己投诉
维权的经历。另一个知乎
问题“菜鸟驿站真的方便
吗”，有超过 1600 位网民
回答，其中获最高票的答
主表示，“现在拿快递要到
一个需要横穿两条马路的
代收点，而且这个代收点
中午休息，营业时间和自
己工作时间高度重合”，得
到了1.8万的赞同。

近 年 来 ，网 购 规 模 越 来 越
大。根据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
截至 2 月 7 日，2021 年我国突破
100亿件快递仅用38天，而 2020
年用了80天。

配送问题随之凸显。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
国 招 聘 大 于 求 职‘ 最 缺 工 ’的
100 个职业排行”榜单上，“快递
员”这一职业在 2020 年连续 4
个季度上榜，其中一二季度均
排在第二名。

为解决配送“最后一公里”的
问题，快递柜、快递代收点等因应
而生。据了解，快递代收点主要
开在一些小区附近，既有以加盟
形式开的专门代收点，也有一些
便利店、房产中介兼营代收业务。

广州市荔湾区一家菜鸟驿
站的店长严女士说，小区每天每
个快递公司的快递平均数量有
四五百件，每家快递公司负责一
个小区的快递员通常只有一个
人，想每一件都送上门很难。因
此，快递公司都与她签订了合
同，将快件放在驿站。根据合
同，快递公司根据快递入库件数
给严女士付费。

据了解，目前大部分快递代
收点都采用这种经营方式。这就
意味着，在一个区域内，快递代
收点数量越少，入库的快递件就
越多，代收点的营收就越高。

“我们小区超大，从东门到西
门要走十几分钟，小区周边只有
一个代收点，是西门外的一个房

产中介。我家在小区东北角，每
次取个快递至少半小时。”北京
的王先生说。

目前，对于代收点的管理，主
要还是来自所加盟的平台。严女
士告诉记者，平台规定他们每天
营业时间至少 10 个小时。但很
多消费者反映，不少代收点开门
时间很随意，而且基本和上班时
间重合。

对于快递员来说，将快递集
中放在代收点也是最优选择。记
者了解到，目前，快递员收入大
多是“底薪+送件提成+收件提
成”构成，将快递批量放入代收
点，大大降低了派件时间，在快
递数量较大时也可以减少一些因
为派件不及时导致的投诉。

根据 2018 年 5月 1日施行的
快递暂行条例，经营快递业务的
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
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
的代收人。

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
所律师邓永表示，如果没有按照
约定收到快递，可以向快递公司
总部、快递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地
区的消费者委员会投诉维权。

据了解，平台也会根据用户
投诉对代收点进行罚款。但实际
上，对消费者来说，维权并不容
易。

家住厦门市思明区的吴女士
告诉记者，此前因被驿站工作人
员多收取快递费向菜鸟驿站官方
客服投诉，客服允诺匿名处理。
然而，两小时后，吴女士就接到驿

站工作人员来电谩骂。两天后，
官方客服回电，说事情已经解决，
退回了多收的费用。3月2日，吴
女士的家人去菜鸟驿站寄件被拒
收，并且工作人员态度蛮横。

后来，菜鸟驿站客服承认，他
们处理的第一步就是把投诉人的
信息给驿站，让驿站先行解决。

“很多驿站的工作人员接收到投
诉信息后，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解
决问题，而是生气报复，而他们又
掌握着消费者详细的个人信息。”
吴女士担忧地说。

记者发现，由于代收点往往
与家庭住址比较近，消费者和代
收点工作人员、快递员之间接触
频繁，消费者的投诉维权很难做
到匿名，这让消费者多了维权的
顾虑。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查询

发现，有关“代收点”或“驿站”的
投诉超过 1 万条，其中 200 多条
投诉中提到自己被代收点工作人
员或快递员威胁。

业内人士建议，代收点本是
为方便消费者服务的，下一步应
优化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邓永表示，快递企业应优化
对快递员的绩效考核和奖惩措
施，让快递员有提升服务的动力；
要通过合同等方式理顺快递企业
与代收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快递企业要加强对代收点的监
督。此外，邮政监管部门要加强
对快递企业和代收点的监管，可
通过罚款、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
销其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等方
式，督促快递业提升服务质量。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为什么一个区域代收点
数量少、服务质量不高？

消费者担心被报复难维权，应加强监管优化管理

？
告知就放、想取回不易、有的强制拍照A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