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企业表示 行业越来越规范化
记者走访中了解到，不少快递公

司对于新政的出台和落地，持积极态
度。他们纷纷表示，这次新政对于快
递行业来说，是利好消息，快递市场将
会越来越规范化。

EMS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快
递实名制要求快递员收件时，核实
发件人信息是否属实，当着发件人
的面，开箱验收物品。虽然只是增
加了一些小环节，但对于企业、行业

来说，却是一件把好安全关的大
事。从长远来看，对于社会安全，安
定团结，至关重要。

韵达快递相关负责人表示，2013
年开始，陆续有快递公司出现较大的
安全事故，这也给该公司敲响了警
钟。新政出台时，公司上下都在为新
政叫好。随后，在市邮政管理局组织
的动员会、检查活动上，公司都是第一
个响应。并与市邮政管理局签订了

《安全服务保障书》，组织公司内的快
递人员进行安全义务责任培训。

新政落地外加“双十一”临近，不
少网民关心，“我的快递会不会堵在路
上？”市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各快递公司都根据目前“双十一”订单
量的汇总，新增了快递人员，新增了快
递传输仪器。同时，增加开通了各个
县市的直通车。“应对此次快递投递高
峰，应该是没问题的。”

记者走访中了解到，不少人认为，
实行快递实名制，虽然可以在源头上
抑制违法行为的发生，但快递实名制
是否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隐患？

“老实说，现在最头疼的事就是
动不动就接到陌生电话，不是诈骗就
是传销。”网友“尼哦”说，她经常接
到这样的骚扰电话和短信，自己的姓
名、家庭住址等信息都被对方详细掌
握。

“曾有媒体报道，一些网站兜售快
递单号信息，大量客户信息被公开销
售，价格每条0.4元至2元不等。”她认
为快递单是个人信息暴露的源头之
一，之前留个手机号就算了，如果要把
身份证信息也纳入登记，管理不妥当，
隐私很有可能泄露。

“快递链条涉及揽件、运输、派送
等过程，一个包裹可能要经过十几个
人的手才能到达客户手中，实名制后

的个人信息能否得到妥善的保护，尤
其重要。”网民“李先生”说，不管有没
有实名制，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强快递
公司对用户信息的管理力度，如果有
相应的监督制度保护，大家也会安心
很多。

网民“赢在起跑线上”表示，相关
部门应该在法律上、制度上、工作上进
行充分的准备，出台有针对性的措施，
化解网民担心隐私外泄的问题。

▲
网民希望 个人隐私能“被保密”

1日，快递实名制新政实施第一
天，记者到温泉希望桥附近韵达快速
收货点处发快递。该收货点的工作人
员熟练地从抽屉里拿出快递单要记者
填写，并要求出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
证件。

“姓名要填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和
手机号是必须填的，你的手机带了没
有，我要打一下，确定是否是你本人的
手机……”记者在填写快递单时，该工
作人员一边打开记者要发的衣服查
看，一边在旁指导。他表示，从今天开
始，以后发快递必须出示本人身份证，

而且还要进行手机核对。
在温泉茶花路另外一家快递公司

的收货点处，记者要求发快递。工作
人员要记者出示证件时，记者说没带
怎么办？该工作人员介绍，自11月1
日开始，公司要求在收快递时，核查寄
件人身份证，如果被发现没有核查会
被处罚，但来他这里发快递的大部分都
是附近的居民，很多顾客都是熟人，让
他们出示身份证，感觉很别扭，所以有
时便会让对方将身份证号、手机号报给
他。“如果是不太熟或者是面生的人，
会强烈要求他出示本人身份证件。”

当天下午，家住体育路的周女士
下班回家，进小区时，保安说有她的快
递。周女士表示，除周末以外，其他时
间到的快递，她都直接让快递小哥放在
门卫那里，久而久之，一些快递小哥一
打通周女士的电话，就问：“您在不在
家？是不是还是放在门卫那里？”

记者走访中发现，目前，实名制新
政已在我市落地。寄快递实名制，而
收快递还遵从原来的规矩，报快递单
上的名字或电话号码便可取件，或者
直接像周女士那样，放在固定的代收
点。

▲
记者调查 快递实名制已落地

2日，记者从市邮政管理局获悉，
目前，寄发快递实名制新政已在我市
落地，我市近80家快递公司都明确规
定快递员收快递时必须实名制收发，
而收快递依然像以前一样，报电话或
名字就可以领到自己的快递。

市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相关要求，为切实抓好我市寄递
安全管理工作，我市邮政管理部门在
新政落地前后，在全市快递行业中开
展了一系列的专项检查行动，主要从
快递源头抑制违法行为的发生，宣传

和规范我市快递行业落实实名制新
政。

“我们采取突击检查、联合检查、
明察暗访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寄递
渠道安全执法检查。对拒不执行‘双
百’（即100%实名制收寄、100%开箱
验视）措施，导致发生重大寄递安全问
题的企业，将依法从重、从快处理。”市
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双11”即将来临，寄递安全问
题易发多发，邮政管理部门深入排查
化学品寄递、车辆运输、现场作业、消

防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隐患，切实
堵塞安全漏洞，坚决防止发生各类重
大安全事故。

对于新政中提到的要从寄运物品
先验视后封箱、寄递物流活动实名登
记、邮件快件X光机安检制度3方面
加强寄递物流安全规范管理。

该负责人则表示，目前，我市正
在实施前两项规范工作，后一项，因
为涉及造价不菲的邮件快件X光机
安检的仪器，我市大部分快递公司正
在申报中。

▲
部门回应 正在落实“双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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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11月1日起，市民寄投快递时，除了要填写真实姓名和手机号外，还要填写身份证号——

快递新政来了
记者 朱亚平

10 月 22 日，公安部等
15个部门决定从即日起至
明年3月底开展专项行动，
清理整顿危爆品寄递物
流，全面落实寄递物流实
名登记等制度。从三个方
面加强寄递物流安全规范
管理，分别是全面落实寄
运物品先验视后封箱、寄
递物流活动实名登记、邮
件快件X光机安检制度。

从 11 月 1 日起，还要
求通过对寄件人电话号码
及相关身份信息比对核实
后方可收寄，对于电商协
议客户也要实现寄件人身
份可追溯、可查询。这意
味着，以后寄收快递必须
出示身份证，并且进行相
关登记。

其实，此次规定并不
是快递实名制的首次亮
相。早在去年9月，中央综
治办、公安部、国家邮政局
等9部门就联合印发《关于
加强邮件、快件寄递安全
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意见》提到，将在一些地
方和一些特殊行业内进行
快 递 实 名 制 登 记 试 点 。
2016 年后，在全国和全行
业内实现实名收寄，“寄件
人出具有效身份证件并登
记相关身份信息后方可收
寄”。

外国咋管快递
德国：德国立法机构

专门制定了“快递业管理
条约”等行业管理法规。
虽不强制实名验证，但匿
名物品很可能受到安全检
查方面的“特殊照顾”，如
X光扫描、拆包查验等。

美国：美国邮寄国际
快递时，如果是特殊状态
的物品（如液体、粉末、颗
粒等）必须提供无毒无害
证明，明显有毒的物品不
能运送。一旦发现快递有
异常，公司会有专门的团
队进行鉴定和后续跟踪。

澳大利亚：对于收寄
件人是否需要实名，不同
物流公司做法不同。对于
一些快递会较为严谨，本
人必须要出示有效身份识
别证件。

韩国：由于手机号码
是实名制，工作人员只要
通过电话号码，将相关信
息录入随身携带的设备里
就可以验证了。如果所收
物件比较小，一般不会要
求出示身份证，除非要求
必须本人签收，或邮寄的
东西非常重要。

链 接相 关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
近日，网民“人民广场”表示，在
咸宁街上行走，常常会看到一些
素质低下的行为，损害了咸宁形
象，希望有关部门加强教育、引
导和整治。

这位网民表示，在街上，一
些行为让人痛心。比如说，吃完
早点，把残物废渣随意丢在路
上、栏杆上、花坛中、河流中；故
意损害公共设施，如雕塑、灯光、
运动器材；车辆随意、长久停占
人行道；晚上在城区开车常用远
光灯、会车不变灯，随意乱占车
道；在公共场所乱丢垃圾；在他
人墙面、车身乱写、乱贴、乱插小
广告等。

这位网民希望，公民要自
觉，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不文明行

为的引导、管理，形成公民文明
自律的强大舆论氛围，以此督促
咸宁市民提高自身素质，共同打
造文明城市。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一些先进
城市如成都、深圳等城市的文明
引导管理经验。

帖子一经发出，网民纷纷热
议。网民“蓝海心”表示，如果每
个人都能管好自己，整体素质必
然有所提高。

网民“墨马姑娘”认为，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小家，小家的温馨
和谐需要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共
同付出。而一个城市，犹如一个
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和谐美
好，同样需要每一个市民努力营
造。希望每个人都能为城市文
明建设添砖加瓦。

城区不文明有损形象
网民建议：从我做起人人有责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
近日，网民“墨马姑娘”在咸宁新
闻网（咸宁论坛）上发帖称，市园
林部门接到投诉后迅速行动，修
剪遮挡路灯的枝条，值得点赞。

该网民表示，在温泉中学门
口的路灯被树枝遮挡，行人夜间
进出看不清路况，如果是骑车或
者开车，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希
望园林局能对此处的树枝进行
修剪，还学生与居民一个安全的
出行环境。

这位网民认为，民生无小
事，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可
能影响的是整个小区居民的正
常生活，相关部门迟一天去解
决，小区内所有居民就要多忍受
一天脏乱差的环境。关注民生
问题要从小事着手，从那些事关
百姓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从百
姓最需要、最关心的问题，一件
件、一桩桩地去解决，扎扎实实

地落到实处。
接到投诉后，市园林局对该

问题高度重视，立马安排专人到
实地考察，明确了需要修剪的树
木。随后，派遣修剪工人高空作
业，及时修剪了遮挡路灯的绿化
树树枝。

网民“zxlfree”表示，市民
反映的问题这么快就得到了解
决，说明相关部门急群众所急，
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责任感，期
待以后能更好地倾听群众建议，
解决群众困难。

绿化树树枝遮挡路灯
园林部门：迅速修剪树枝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
“最近我开车回家，只要一遇到
红灯，就会有人来向我的车内扔
小广告。”2日，网民“深海鱼儿”
在咸宁新闻网（咸宁论坛）发帖
称，在市中心城区的多个红绿灯
处，有人走到机动车道上向过往
车辆分发小广告。

该网民说，一天中午，他下
班开车回家，行至咸宁大道与银
泉大道交叉路口，等红绿灯时，
只见一位中年妇女走上机动车
道，在车辆中来回穿梭，向等红
灯的驾驶员及斑马线上的行人
散发小广告和名片。

“我两边的车窗都是打开
的，那名妇女走过来后就往我的
车里扔了两张小卡片，大致内容
是代开发票的。在车子中间来
回穿梭，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很危
险。”该网民说，他已经不是第一
次遇到这种情况。

当日，记者走访发现，在温

泉中百仓储红绿灯处，一位50
来岁的妇女提着一个塑料袋等
候在路边。当机动车道红灯亮
起时，该妇女立即冲上机动车道
将准备好的卡片扔到开着车窗
的车内。在温泉岔路口等红绿
灯处，也有类似现象。

对此，市交警部门相关负责
人表示，这种行为违规且危险，
不仅威胁到发放广告者自身的
安全，也影响过往车辆的行车安
全。交警一旦发现这种行为，会
马上作出警告和劝离，也希望发
小广告的人员能够提高安全意
识，不要使用这种方式派发。

推销员车流中发小广告
交警提醒：此行为违规且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