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子：寄本地5公斤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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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或須支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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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郵政

100元

兩至三個工作天

有

*有124間郵政局

順豐速遞

34元

翌日

有

^港澳及海外自營網

點283間

雅瑪多運輸(香港)

110元

#最快翌日早上

有

5個營業據點、宅急

便代理店超過300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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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寄物件哪家好?

論網點，香港郵政的覆蓋面相當廣泛，
截至去年9月，全港共有124間郵政

局，其中30間位於港島，35間位於九龍，
56間則位於新界和離島，另有3間流動郵
政局。以一個寄本地的5公斤包裹，根據
香港郵政網站顯示，收費是100元，本地
包裹於投寄日後兩個工作天內派達港島、
九龍及新界區主要工商業區的收件人，其
他地區則於3個工作天內派達，時間上也
較順豐速遞和黑貓宅急便為慢。

香港郵政求變推「智郵站」
過往香港郵政的服務被外界評為過時，
但隨着本地速遞市場競爭激烈，香港郵政
的服務也逐步追上市場步伐，不斷新增收
件網點，除了可以於其網站預約上門收件

時間外，「智郵站」是香港郵政設置於本
港不同地區的自助領件櫃，讓市民彈性選
擇在方便的時間領取較大型郵件，「智郵
站」是類似順豐速遞的「順豐智能櫃」。
截至今年1月中，「智郵站」總數有18
個，為市民提供領取郵件服務，惟目前的
「智郵站」只供領取郵件，暫未有寄件服
務。
「智郵站」的用法，先到香港郵政旗下

的「投寄易」網上平台（www.ec-ship.hk）
申請一個專用的領取郵件編號，並查閱代
表指定「智郵站」或郵政局的子碼，便可
在已選定的「智郵站」或郵政局享用自助
領件服務。 不過，有點略為不方便之處
是，需要由收件人通知寄件人，在郵件寫
上該領取郵件編號和子碼，郵件抵達後，
收件人會收到附有密碼的短訊通知，以便
領取郵件。

順豐速遞以價格取勝
順豐速遞方面，同樣以一個寄本地的5

公斤包裹為例，根據其官
網顯示收費34元，可輸入
寄件時間來預測到件時
間，若今天中午 12 時投
寄，預計到達時間為翌日中
午12時，順豐速遞在收費和
到達時間方面都較香港郵政
優勝。此外，順豐有註明如
收派件地址為香港住宅，上
門收派每票另收20元；如收
派件地址為香港偏遠地區，上
門收派每票另收取30元，而收
派件時間需加1個工作天。 至
於網點分佈方面，根據順豐在
深交所2017年年報顯示，港澳
及海外的自營網點有283間，以內地來

分類，就以華北地區最多，有3,534
間自營網點，其次是華東地區有
2,399間自營網點。
除留意郵件之外，如寄件到海外
也需要關心燃油附加費，以順豐為
例，今年3月快件的燃油附加費百
分比為9.5%，不過由香港、澳門
及台灣寄件至內地、港、澳、台
的運費已包含燃油附加費。而順
豐的燃油附加費費率，是按照美
國能源部(EIA)公佈的兩個月前美
國海灣（USGC）每加侖航空燃
油的即時價格計算得出。
雅瑪多運輸（香港）旗下的黑
貓宅急便，相比起香港郵政和順

豐速遞，消費者可能較為陌生，該公司主
要提出上門收件寄出服務，在本港也設有
5個營業據點，以及有超過300間宅急便代
理店，代理店是與7-11便利店和OK便利
店合作設有取件服務，運費更比一般上門
派送或到宅急便服務中心取件便宜10元。

黑貓宅急便即日可至
同樣以一個寄本地的5公斤包

裹為例，
根據其官
網顯示收費
為110元，
需於下午 5
時前於網上
預約，該公
司會安排即
日取件，最
快翌日早上
送 到 目 的
地。如果是急件，黑貓宅急便的投寄速遞
可以加快，每件貨件加20元可有即日送件

服務，即日件派送服務無需登
記，即日早上寄件，可於下
午6時前派送至工商區，或
晚上9時前派送至住宅及其
他地區，以派件速度來看，
黑貓宅急便均較香港郵政和
順豐速遞有更多選擇。
總結來說，以寄件速度上，

如果想快可以選擇黑貓宅急
便，價格方面就以順豐速遞取
勝，而網點覆蓋率上就以香港
郵政略勝一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相信網購已經成為不

少香港人的購物習慣，為速遞行業衍生龐大商機。以用

家角度來看，哪一間最平、最快和最方便？今期數據生

活為大家分析港人最常用的3間投寄公司，比較各間收

費、寄件速度和覆蓋網點，助你輕鬆取貨。

三大速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相信大
部分港人均有用過順豐的服務，如果想
寄件，一般程序是先填寫寄件單，再將

寄件單交給職員，然後支付運費就完成
寄件程序。不過，順豐由去年12月中開
始，內地港澳及國際寄件服務已停止手
寫運單服務，改為用掃二維碼 (QR
Code )，實行電子化寄件，惟轉用二維碼
寄件後，網上評論好壞參半。

負評者憂拖慢寄件流程
掃QR Code 寄件，當然要用手機才能

運作到，如第一次寄件，需先下載順豐
的手機APP，並註冊成為用戶，可先行填
寫基本資料，如寄件人、收件人的姓
名、地址和電話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
到順豐寄件，雖然已預先做妥以上步
驟，但到達門市後需再向職員索取QR
Code運單，再掃描QR Code然後載入之
前已預先輸入的資料，選擇現付或到付
運費，完成後才手機下單。
網上有用家曾批評，轉用QR Code運

單之後不及手寫單方便，如果是老人家
不懂手機操作或沒有手機就不用寄件
了，同時又批評此舉拖慢了寄件流程，
因為職員現在仍然要將QR Code運單貼
在郵件上，再用公司的掃描器掃一次
QR Code運單，寄件才算完成，顧客才
能在手機上追蹤到郵件。
不過，也有用家覺得QR Code運單

方便，因為如需要固定每月或每星
期，寄件予相同收寄人，就不用每次
填寫運單，只需要掃QR Code運單，
再在手機APP載入已登記的資料，在
運單上簽名以及付運費便可，省卻每
次手寫地址等資料的時間。如果想在
門市寄件時加快流程，用戶可到門市
預先取數張QR Code運單，待下次寄
件時就不用再問職員取，直接在家先
掃QR Code 再填資料，到門市直接交
郵件和付款便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內地網
購發展急速，速遞行業可謂是最受惠的
行業，內地速遞公司如雨後春筍，但質
素參差，曾經有快遞將郵件散在店前無
人理會，常有失件發生。不過，內地速
遞公司經過一輪行業整合之後，各公司
高下立見，具規模和財力的公司瓜分了
大部分市場佔有率。
去年3月就有內地傳媒報道指，順豐在
內地的市佔率排第六位，估計前5位分別

為中通、圓通、韻達、申通、百世快遞，
其中以中通市佔率達15.5%為第一位。

淘寶收件 集運可慳一筆
如果有淘寶的港人，相信對中通、圓通
和申通這些內地物流公司不會陌生，因為
內地淘寶買家大部分都是用以上幾家公司
做物流。其中以中通快遞的規模最為急速
增長，該公司創建於2002年5月，截至去
年9月底，中通現有員工超30萬名，服務

網點約3萬個，轉運中心83個和網絡合作
夥伴超過9,500家等，網絡通達98%以上
的區縣，鄉鎮覆蓋率超過85%。
講到淘寶收件，在香港淘寶，如果想

慳錢一般都選擇內地的集運商，先將貨
品集運到內地其中一個地方如東莞等，
然後再經集運商運送到香港，在運費方
面會較便宜。相反，如果想追求速度和
穩妥，通常都會選擇用順豐直接寄到香
港住宅或到順豐門市取件。

順豐二維碼寄件 評價好壞參半

內地速遞行業競爭白熱化

■順豐的QR Code運單。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考玲 攝

■■「「智郵站智郵站」」

■■順豐速遞網點順豐速遞網點

■■黑貓宅急便黑貓宅急便

A股升25% 憧憬經濟觸底
今年截至3月7日，A股上證綜
指已經上漲約25%，經濟差但股
市漲是經濟下行觸底預期起作
用。不過，上周五海關總署公佈
了差於預期的外貿資料，加上市
場認為券商罕見發報告籲沽人保A
股以及證監約談券商等事件不利
股市，使到上證綜指當天大幅下
跌4.4%。股票價格是宏觀經濟和
企業盈利的反映，但整體來說又
領先於經濟和盈利，是基於交易
者對股票對應的公司未來經營情
況的預期。一般上，由於市場的
有效性，經濟周期的回落後期和
復甦前期股市上升。

基建先見底 出口地產回升
在經濟回落後期，當經濟從加

速下行向減速下行的時候，後續
企穩的預期就會形成，股票市場
就會見底回升。2018年第三、四

季屬於本輪經濟短周期回落前
期，GDP從 6.7%回落至6.5%和
6.4%；企業利潤增速（季末值）
從20.0%回落至4.1%和-1.9%。
目前市場在部分定價反映今年

第一、二季經濟回落後期經濟企
穩的預期。引發經濟下行觸底預
期的邏輯是經濟退、政策進。包
括金融條件邊際寬鬆，以及越來
越多穩增長的政策落地。一月金
融資料出來後，市場更進一步確
認了政策的作用。
從當前經濟的主要驅動來看，

由於基建已先期見底，出口和地
產增速會進一步回升，儘管PMI
等總體指標還在往下，但開工等
先導指標和發電耗煤等同步指標
已有分化特徵。

若經濟數據差 A股勢回落
不過，上周五海關總署公佈了

延續低迷態勢的2月份外貿資料，
差於市場預期。其中出口增速在1
月大幅上升13.7個百分點後，2月
大幅回落29.8個百分點；進口增
速在1月回升6.1個百分點後，2月
回落3.7個百分點。1-2月出口增
速為-4.7%，較去年全年出口增速
9.9%明顯下滑14.6個百分點，1-2
月進口增速-3.1%，較去年全年進
口增速15.8%明顯下滑18.9個百分
點。
本周開始，將會有更多的經濟

資料公佈，如果有更多的資料與
此前的樂觀預期有較大偏差，那
麼股市繼續上漲的邏輯就會被打
破，在短期內就會繼續出現幅度
明顯的回檔，如果資料證明樂觀
預期是合理的，那麼股市將會回
穩。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

港）研究部主管陳羨明

相信大部分人都明白何謂「預防勝於治療」，
但在香港這節奏急促、生活壓力沉重的社會又有
多少人能實踐？其實很多潛在健康問題不易被發
現，例如香港常見都市病——糖尿病。因此，現
時市場上有些危疾保障產品會向被保人提供特定
的身體檢查服務之餘，更設有糖尿病基因檢測，
以評估被保人的糖尿病風險指數及提供營養諮詢
服務，以協助他們管理健康，預防糖尿病及有關
併發症，於退休前作好準備。

金錢以外的最佳療藥
其實，當親人不幸確診患上危疾，患者與其家
人都要與病魔展開一場漫長的戰鬥，身心俱疲。
因此，除了要有金錢「醫病」外，在面對治療方
案選擇、覆診安排、化療引致的不適、中風後的
復康訓練、適應康復新生活及情緒壓力等煩惱，
他們更需要額外的「戰友」陪伴左右。所以，有
些較全面的危疾保險計劃除了向被保人提供理賠
金額外，更會在治療及康復過程上提供全力支
援，包括第二醫療意見、覆診接載及陪診服務、
中醫癌症紓緩治療、情緒輔導服務，甚至提供水

療復康班，以及復康器材借用服務，這些援助好
比最佳戰友一樣，與被保人一同對抗病魔。

好好管理自己的健康
莫說要環遊世界，於退休後要保持一貫的生活

質素已不容易。若不幸患上認知障礙症，一直憧
憬的退休生活或會瞬間消失。因此，個別長期護
理保障計劃會於理賠時，提供家居改善諮詢服
務，務求令有需要人士的家居更舒適及更便利。
同時，計劃還備有支援服務熱線及專為認知障礙
症照顧者而設的培訓課程，以全方位的支援服務
讓被保人活得更有尊嚴，照顧者也倍感輕鬆。
不管我們是慢慢老去或是瞬間老去，老化是不

可逆轉的生命周期，唯有以充裕的退休儲蓄及保
障，輔以支援服務，在健康管理、治療及康復過
程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持，才能讓我們享受人生的
不同階段及有充足準備下迎擊病魔，有尊嚴地老
去。
AXA安盛董事總經理 -人壽保險業務黎卓祺
註：保險產品的賠償須受有關保單的條款及不
保事項限制。

大比拚大比拚

銀髮族額外護理不可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