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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邮区中
心局上海站邮件处理分中心邮
件接发员柴闪闪，赶在全国两会
会期结束前又提交了一份建议，
他从自己职业角度出发，结合增
强服务民生能力，提出将智能包
裹柜、智能信报箱作为城市建设
（楼宇、小区）配套基础设施。

末端投递问题
困扰寄递企业和社会公众

15年前从湖北来到上海后，
作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
邮区中心局上海站邮件处理分
中心的一名邮件接发员，这位

“85后”就一直奋斗在邮政系统
的第一线。每天 1 万多袋邮件
的处理，柴闪闪逐渐从一名普
通农民工成长为了青年业务骨
干。

近年来，随着我国电商的
蓬勃发展，网购消费形式迅速
普及，快递业务量迅猛增长。仅
2018年就超过500亿件，业务规
模连年稳居世界第一位，有效促
进了商品流通和国民经济发展。

柴闪闪说，随之而来的是，
邮政企业和社会快递企业投递
压力越来越大，末端投递瓶颈问
题日益凸显。“快递员劳动强度
日渐增大，每天工作时间长，仅
靠增人已难以满足业务发展需
要；客户更加注重个性化需求和
服务体验，但快递员投件和客户
收件时间不匹配，投递员往往要
与客户进行多次电话联系，耗时
耗力，投递效率低；有的客户出
于保护个人隐私和安全等原因，
不愿意接受上门投递，希望就近
自提。因此解决好末端投递问
题是所有寄递企业和社会公众
面对的共同课题。”

智能交互终端

需要制定国家统一服务标准
“布放和推广应用智能包裹

柜、智能信报箱是提高寄递企业
投递效率，满足客户需求，有效
解决末端投递‘最后一公里’问
题的有效措施。”柴闪闪说，从行
业发展情况看，目前在众多运营
商的共同推动下，智能包裹柜作
为线下物流的交互终端，已经成
为快递行业的重要末端服务设

施，也是减少快递员在单位门口
摆摊，在社区、校园频繁穿行，实
现规范社区、校园管理的有效方
式。

他援引国家邮政局数据说，
目前主要企业布放智能包裹柜
25万台，另有报告预测，到2020
年全国智能包裹柜需求数将达
75万台。

然而，智能包裹柜行业竞争
激烈，邮件安全和信息安全存在
一定隐患。“目前，智能包裹柜建
设企业约有20家，由于运营主体
分散，缺乏有效监管，邮件安全
和用户信息安全存在一定隐
患。”柴闪闪还发现，智能包裹柜
与楼宇建设不配套，标准不统
一，未能发挥公共服务效应。与
此同时，传统信报箱也不能满足
发展需要，客户体验不佳。

“住宅社区传统信报箱功能
单一，仅适用居民信函及报刊的
投递和接收，无法满足快速增长
的快递包裹投递需要，且无法发
送取件通知，造成居民无法及时
接收邮件，服务体验不佳。居民
对信报箱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导
致整体使用率低，造成大量资源
闲置。”柴闪闪如是说。

为此，他建议，相关主管将
智能包裹柜、智能信报箱列入住
宅楼房建设配套设施，推动新建
楼盘将智能包裹柜、智能信报箱
作为配套服务设施进行统一规
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验
收，并将智能包裹柜、智能信报
箱列为打造城市“智慧城市”“智
慧社区”的民生工程，对老旧住
宅小区进行补建，并要求物业部
门免费提供安装场地等政策支
持。

“其间，需要制定智能包裹
柜国家标准，修订智能信报箱国
家标准，实现信函、报刊、包裹综
合投取，并自动向收件人推送取
件通知信息等服务功能。”在柴
闪闪看来，亦不妨对传统信报箱
改造升级为智能信报箱给予资
金补贴，从而实现普遍服务、快
递服务一体化投递，打造集约
化、智能化的共享末端便民服务
平台，在此基础上，继续叠加更
多便民服务功能。

此次两会稍早阶段，柴闪闪
已经提交了有关快递外卖行业
中农民工更好融入城市的建议，
以及有关从全国层面促进快递
包装绿色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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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作为浦西滨江重要
的一段，黄浦滨江8.3公里在贯通
总体到位的基础上，今年继续精
耕细作，“花桥”等滨江地标将相
继开工，打开市民百姓的滨江“新
视界”。同时，黄浦区正在着力打
造购物环境“3.0”版本以进一步
打响“上海购物”品牌。全国人大
代表、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杲云
在接受记者专访采访时说道。

南外滩滨水区

将打造24小时的活力街区
杲云提及的“花桥”地标，实

际是南外滩滨水区董家渡景观
花桥工程，该工程连接外马路和
中山南路。

确切来说，该项目北起万豫
码头街，南至利川码头街，创造
性地将滨江平台在该段予以抬
升，从董家渡金融城直接通过架
设一个天桥，通达黄浦江边，并
将借助景观连接通道的构建，跨
越现有防汛墙、外马路和中山南
路，形成衔接周边滨江岸线。

杲云表示，顾名思义，在这
座“花桥”上，天然的花卉、植被
将直接大量建在桥上，“如果从
黄浦江江面看过去，会呈现出明
显的梯度感，可以看到花卉植被
的整体性面貌，十分美观惬意。
该工程将于今年开工建设，明年
有望建成。”

据介绍，下一步，将考虑通

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使该地吸
引更多企业尤其是一些金融机
构入驻。“金融业需要跟世界时
时联通，因而，那个地方我们是
希望能够打造成为24小时的活
力街区。”据称，24小时的活力街
区亦有望在明年亮相。

“这块区域，应该说有大量的
公司积聚，尤其是金融机构在内
的，白领业比较多，且没有居民，有
做成24小时活力街区的基础。各
种商业、活动都在那里涌现，符合
那一圈上班族的需求，我们也期待
到那时候给大家一个惊喜。”杲云
透露，目前，黄浦方面正在洽谈引
入一两个很有创意的、非常受年轻
人欢迎的娱乐活动项目。

升级购物环境3.0版本

助力打响“上海购物”品牌
此前，在上海代表团开放日

上，杲云已表示，黄浦区牢牢把
握国际消费这一新的潮流以及
消费转型升级的新趋势，坚持四

态并举，全力推进南京路、淮海
路转型升级。

下一步，黄浦区要把南京
路、淮海路打造成为世界级的地
标性商圈、商街，打造最上海的
购物氛围、最时尚的商业体验、
最国际的商业感受。进一步加
大对淮海路的换新改造，结合两
头的新天地广场和复兴公园。
同时，重点改造南京路，努力使
南京路的公共空间成为适合消
费者、游客活动的空间。通过多
措并举，有信心使南京路、淮海
路更靓丽，影响力更大，跟世界
知名商业街区齐名，真正打响

“上海购物”品牌。
杲云告诉记者，针对打响

“上海购物”品牌，黄浦区也在打
造购物环境3.0版本。“最开始的
时候，我们的商业都是沿街而
建。之后的商业是将各种商店
集中在一个大楼里面，形成一个
shopping mall3.0版本就是将整
个街区打造成一个更大的mall，
而且是一个与自然高度融合的
mall。”杲云同一表示，原来的商
业体主要的突出的是商品消费，
现在主体是消费者，所以现在的
商业体更多的是“做减法”。

另外，将商业场景变成消费
者热衷“自拍”的舞台，通过自发
分享，吸引更多的消费群体，也
是杲云期待看到的。对此，杲云
表示，下一步，还将继续与商家
探讨户外改造，希望建立一个舒
心的消费环境，打响“上海购物”
品牌。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杲云：

24小时活力街区有望明年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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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国人大代表、上
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
院院长刘小兵在此次全国两会
上提交关于完善高校科研经费
管理办法的建议。

为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
设，2012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
系列文件与政策，较好地扩大了
高校办学自主权，激发了科研人
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科研经费
管理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比如，《推进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工作要点》中
明确，“凡是束缚教学科研人员积
极性创造性发挥的不合理规定，都
要取消或修改，要扩大高校和科研
院所在经费使用、薪酬分配等方面
的自主权”；《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
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
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坚持以人为
本，以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创造
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但对照文件精神要求来看，
在科研经费使用这一核心问题

上还有进一步深化改进的空
间。”刘小兵指出，从目前我国科
研经费使用情况来看，这一要求
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
彻执行。“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
在于在编在职正式科研人员的
智力成本难以得到充分补偿。”

“可以认为，目前所有科研
经费使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主
要就是这一问题所引起的。科
研人员为了取得与付出相匹配
的收入，只能通过发票报销的方
式来换取收入，而那些发票只有
一小部分是科研项目的真实支

出，其余都是为套现而凑来的发
票，这不仅违反了财务管理的规
定，也使科研人员面临着极大的
违法乱纪的风险。”刘小兵说道。

刘小兵表示，对于许多课题
而言，有台电脑就可以进行研究，
图书资料可以向图书馆借阅或网
上查阅，聘请科研辅助人员的劳
务费支出极少甚至没有，差旅和
会议也不是很多，直接成本可谓
少之又少，可以说绝大部分支出
都是科研人员的智力成本。从实
事求是的角度，支出中应大部分
体现为科研人员的直接收入，而
目前政策中只允许从占比很小的
间接费用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绩
效支出来补偿，很明显偏离了科
研工作的实际情况，也因此与科
研人员的诉求相去甚远。

因此，刘小兵建议，将绩效
支出从间接费用中调整出来，作
为直接费用，允许在编在职的正
式科研人员从项目经费中直接
提取智力成本补偿，以充分尊重
科研规律，以人为本，实事求是，
使广大科研人员体会到更大的

“成就感”和“获得感”。

刘小兵代表：完善高校经费管理

让科研人员有更大的“成就感”和“获得感”

“85后”邮件接发员柴闪闪代表：制定国家统一服务标准

将智能包裹柜列入小区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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