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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前年春节，我寄了一个快件，邮费翻
倍，还另外收取服务费，平时只要花 10 元左
右，那次花了 30元。太贵了！ ”谈及春节寄快
递，合肥市民薛志说起了一段不好的体验。

今年春节期间的邮费价格如何？ 据了
解，顺丰和邮政在春节期间均采取收取“春
节服务费”的方式来补贴成本，德邦快递、
中通等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今年也将采取
该模式，收费标准会参考中国邮政。 根据往
年春节期间价格， 中国邮政标准快递每件
加收不超过 10 元的服务费。 “顺丰往年春
节期间的服务费在 10 元左右，今年预计相
差不大。 ”肖垚说。

菜鸟裹裹方面表示， 考虑到春节期间

年货寄递的需求旺盛， 在全国 100 个城市
菜鸟将继续保障上门寄件， 方便年货不出
门寄递，并承诺春节寄件不加价。

除了价格，不少人对运输速度表示担忧。
1月 28日，合肥邮区中心局总经理钱志雄告
诉记者， 目前每日邮件处理量在 110万袋件
左右， 春节旺季期间每日处理量预计 150万
袋件左右。 “无论是否处于旺季，因为现在邮
件处理基本上都是靠机器处理， 智能化程度
高，效率有保证。 但是，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
快递需要消杀存放， 发往中高风险地区的快
递可能有延迟。 ”

随着物流行业智能化分拣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能否及时拿到快递， 主要依靠人工作

业的末端投递环节成了主要的不确定因素。
对于快递加收服务费、 配送时间可能

延长的现象， 消费者们看法不一。 有人认
为，既然加收了费用，服务质量就更应该有
保证；也有人觉得，春节是重要节日，能理
解配送的难处。 “春节不比平日，价格不要
太离谱，配送时间不要过分长，我还是能接
受的。 ”薛志说。

随着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近年来，快递
服务业春节假期正常营业已成为一种趋势。
而对消费者来说，他们更希望的是快递企业
在“不打烊”的前提下，还能“不提价”“不降
质”。 “春节快递不打烊，极大便利了消费者
的节日网购需求，未来，全天候的物流服务
是发展趋势。 ”葛晓滨说，但对于物流企业
来说， 不打烊意味着人工成本等的增加，如
何使布点能全方位协同运作，有效满足消费
者需求，是往后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花卉市场冬季升温

■ 本报见习记者 朱卓

“收获满满！”家住黄山市屯溪区的资深花友魏女士左
手提着玫瑰，右手拿着绿萝，兴高采烈地告诉记者，“我还
买了两盆鸿运当头，为新年讨个好彩头！ ”

1月 27 日 ，记者走进黄山市屯溪区花鸟市场 ，最近
和魏女士一样去花卉市场 “淘金 ”的市民不在少数 。 临
近年末 ，市场里热火朝天 ，各类鲜花争相斗艳 ，一片绚
丽多姿，前来购买花卉的市民络绎不绝。

“一帆风顺 、鸿运当头 、发财树 、年桔等植物很受青
睐 ，适合过年的时候放在家里 ，增年味添喜庆 。 ”有 28
年花卉买卖经营经验的店主郑红月告诉记者，买花过年
是一直以来都有的习俗 ，年关将至 ，一些寓意较好的花
卉和绿植观赏性极强 ，很受追捧 ，在家摆上显得过年气
氛特别浓郁。

记者走访发现， 花卉市场的鲜花和绿色盆栽种类繁
多，价格从十几元到几千元不等，基本能满足不同消费人
群的需要。 “花卉及盆栽的价格比较划算， 年桔一般 100
元/盆，鸿运当头 150 元/盆，我还想再挑几盆带回家养。 ”
魏女士一边说一边指着几盆多肉植物，“这种多肉植物也
可以拿几盆，体积小不占地方，很好养。绿色盆景摆在家里
既增加美感，心情也更好了。 ”

除了线下消费，线上购买花卉绿植也流行起来，记者
浏览淘宝、拼多多等各大电商网页发现，销售花卉和绿植
的网店月销量普遍能达到一万，销量比较高的品种集中在
发财树、富贵竹、绿萝这几类，很多店家还会进行直播讲
解，提醒顾客如何在冬日照料各类植物。“前几天刚在网上
买了发财树、年桔等盆栽绿植，打算送给亲戚朋友，给他们
带去新年祝福。”合肥市民魏欣告诉记者，她一般都在网上
购买花卉和绿植，尤其现在临近春节，这些带有吉祥寓意
的花卉和绿植承载着满满的心意。

近年来，我国花卉产业不断发展。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2015-2019 年， 我国亿元以上花卉专业市场交易总额
从 406.31 亿元增加到 750.84 亿元， 亿元以上花卉零售交
易市场成交额从 19.07 亿元增加到 34.6 亿元，花卉市场愈
加繁荣，花卉产业也不断发展。

据了解，花卉产业己成为我省林业最为活跃的产业
之一。 我省各地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开发花卉种质资源，
提高市场竞争力 ， 实现了花卉种植由零星分布向基地
化 、规模化种植转变 ，形成了合肥肥西 、芜湖清水 、滁州
南谯和宣城市四大绿化观赏苗木生产基地。 同时，我省
注意挖掘传统花卉名优特产品优势，如黄山市的徽派盆
景 、铜陵南方牡丹 、亳州芍药 、临泉荷花 、歙县贡菊等 ，
培育了一大批花卉苗木专业村 、镇 ，其中黄山市歙县雄
村镇卖花渔村是著名的徽派盆景发源地 。 “入冬以来 ，
卖花渔村花卉盆景销量日渐增长，比较走俏的有梅花盆
栽和罗汉松盆栽。 ”歙县雄村镇人大副主席汪邦华告诉
记者 ，如今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追求
高品质生活，花卉市场正在升温。

洋快餐该如何
“入乡随俗”

■ 韩小乔

最近，麦当劳的肉夹馍、油泼辣子冰淇淋，肯德基的热
干面、 螺蛳粉等洋快餐品牌推出的中式产品屡屡登上热
搜，掀起了一股“中西结合”的热潮。

为何主营炸鸡 、汉堡 、薯条的洋快餐品牌纷纷推出
本土化产品 ？ 一是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餐饮行业整
体收入受到重创 ，业绩增长压力较大 。 二是 ，中国的餐
饮习惯有很强的地域性，洋快餐在一二线城市市场趋于
饱和的背景下 ，亟须进一步下沉市场 ，寻求更大的利润
空间 。 三是 ，随着健康观念深入人心 ，国内消费者开始
对洋快餐的营养问题有了更高的关注 ， 希望吃到更丰
富 、健康的食品 。 美团点评用户调研数据显示 ，消费者
对中式小吃快餐的偏好占比为 85%，西式小吃快餐偏好
占比仅为 15%，消费者的热切需求正加速着洋快餐 “变
身”的速度。

近年来， 洋快餐本土化动作频繁、 跨界力度较大，其
“入乡随俗”的勇气和决心值得称赞，但由此引发的质疑也
不少。 洋快餐推出的肉夹馍实物与广告图差距巨大，薄薄
的两片馍中夹了少许肉酱，网友抱怨“不够塞牙缝”。 尝鲜
过后的消费者，对热干面的口味与定价也不满意。同时，洋
快餐还有丢掉品牌特色的风险，不少消费者表示：“吃肉夹
馍、热干面为啥要去洋快餐？ ”

如何做到口味相近、品质过硬、定价符合消费者预期，
是洋快餐实现本土化的关键。曾经，洋快餐靠着薯条、汉堡
等“元老”产品，就能受到消费者追捧。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
崛起，餐饮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消费者的观念已经发生
了巨大变化。 如果洋快餐一成不变、原地踏步、缺乏创新，
不能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注定会被淘汰。

人心是市场，产品是王道。 快餐企业对消费者有没有
诚意，就看能不能“投其所好”。 洋快餐的品牌特色与国内
文化、消费习惯相互融合是趋势。老北京鸡肉卷、嫩牛五方
等洋快餐中的爆款产品，之所以能深受消费者喜爱，并被
长期保存于菜单中，就是因为在专注“老本行”的同时，从
口感、品质、价格等多方面迎合了中国消费者的需求，真正
做到了“中西合璧”。 事实上，一些本土化做得比较好的跨
国公司，从品牌名称设计到形象推广，从宣传广告创意到
产品制作，都力争与中国的文化、社会习俗及消费者的价
值观念相适应。

洋快餐越来越本土，中国快餐越来越时尚，中西快餐
的相互交融和促进交流已经成为餐饮行业一个重要特点。
一些连锁洋快餐品牌进入中国，在机械化生产、标准化制
作、科学化管理、规模化连锁和现代化发展方面，为中式快
餐企业提供了先进的模式和经验。一些中国快餐品牌发展
也非常迅猛，在和洋快餐竞争时基本不落下风。

不久的未来， 洋快餐本土化产品的边界或将持续拓
宽，这是市场的选择，也是消费者的要求。

··市场扫描··

春节的快递，，可以顺心取吗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每年临近春节，所谓的“全国快递停运时间表”就在网上流传。 今年，在疫情防控背景下，从全国各
地邮来，尤其是从国外邮寄来的包裹能否放心收取，也成了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 春节的快递包裹
能不能放心取、顺心拿？ 近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层层消杀保障快件安全

1 月 27 日上午 9 时 ， 在合肥邮区中
心局国际邮件互换局分拣厂门口停着一
辆货车，传送带连接后车厢 ，来自世界各
地的快递包裹正一个接一个进入场地 。
传送带一旁 ， 工作人员正手持消毒水壶
对快件外包装进行消杀。

“不仅每一个进厂的包裹外包装要
消杀，传送带 、货架等现场设施也会每日
进行消杀 。 ” 国际邮件互换局经理凌云
说，除了消杀 ，不定期还要进行核酸抽样
检测。 “1 月 18 日，合肥市高新区疾控中
心过来进行了抽检 ，对来自韩国 、日本 、
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疫情高风险国家
和地区的进口邮件进行采样 ， 并对作业
现场皮带机、安检机 、托盘等邮件能接触
到的设备用具进行了检测。 ”确保工作人
员健康履职 ，去年 11 月中旬 ，国际邮件
互换局全体员工也进行了核酸检测。

据了解 ， 快件自海外进入我国境内
开始 ， 消杀和核酸抽样检测工作就贯穿
始终。 国家邮政局印发《疫情防控期间邮
政快递业生产操作规范建议 （第六版 ）》，
要求边境国际邮件互换局 （交换站 ）、边
境快件处理场所等国际邮件快件处理场
所要加强消毒 、通风等工作 ，严防境外疫
情特别是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疫情通过寄
递渠道输入。

国内物流执行着与国际邮件类似的
方法，快件在揽收 、派送等环节均要经过
消杀。

安徽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公共事务经
理肖垚说：“一个快递从发出到送达顾客
手中，至少要经过三至四次消杀 。 ”他向
记者详细介绍了过程 ：市民网购后 ，快递
在发货地先要经过揽收 、装卸两个环节 ，
会先后完成至少两次消毒液喷洒作业 。
从省外运到合肥本地的分拨中心后 ，从
运输车上卸货前 ，要进行第三次消杀 ，覆
盖每一个包裹 。 之后 ，卸车 、分拣 、再装
车 ， 运到各个快递营业网点 。 到达网点
后，每一个包裹会经过第四次消杀 ，快递
小哥每天也会对电动三轮车的车身 、车
厢进行一到两次消杀。 “快递小哥在疫情
防控期间必须佩戴口罩 ， 且每天要在网
点进行体温测量 。 所有经营场所或分拨
中心场地 ， 也要求每两小时进行一次消
毒 ， 杜绝疫情隐患 。 ” 肖垚补充道 。

春节快递不打烊成为趋势

让年货代替人员流动，今年“网上年货
节”格外热闹。 为贯彻落实《关于做好人民
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1 月
27 日，国家邮政局发出通知，要求全系统精
准组织春节期间寄递服务保障工作。 坚持
“不打烊、不休网、不积压”主基调，合理安
排春节期间生产运营， 全力做好网络购物
及生活必需品的寄递服务。

近期多家快递企业表示， 春节不停运。
申通快递在官网发布公告，2 月 4 日至 2 月
19日期间，将持续提供寄递服务。 2月 11日
（大年三十）、12日（正月初一）的服务时间会
酌情调整。韵达快递在官网发布公告称，从 2
月 4 日至 2月 19 日， 继续为广大客户提供
寄递服务。圆通快递的官网显示，春节期间，
圆通将时效保障服务范围扩大到全国 209
个城市，全国省会城市全覆盖。 顺丰速运方
面表示，“春节不打烊”已经持续了 8年。

1 月 28 日晚， 在合肥市经开区壶天路
的一家菜鸟驿站的玻璃门上， 记者看到一
张“春节不打烊”的公示，公示写明春节期
间驿站正常营业。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正
常开门，但是营业时间短一些，比如 2 月 11
日到 14 日，仅上午 9 点到中午 12 点开门。
这个时间是正月头三天， 取快递的顾客估
计也不多。 ”

据了解 ， 截至 1 月 28 日 ， 合肥地区
1500 多家菜鸟驿站中， 已经有 500 多家驿
站确定春节期间正常运营。 “一方面是响应
国家就地过年的号召，做好物流服务工作；
另一方面，今年不少快递公司不打烊，网店
也不打烊，市场有服务需求，我们就要做好
服务保障。 ”菜鸟合肥物流负责人文珂说。

文珂透露， 菜鸟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措
施， 为自愿轮守岗位的物流从业人员提供
激励保障和节日福利。 “事实上，在六安、阜

阳等地，店里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本地人，正
常营业的驿站应该会比合肥地区更多。 ”

虽然多数官方渠道表示 “不打烊”，但
快递配送需要各个环节紧密配合，从发货、
分拣、运输到配送人员配备缺一不可。 １ 月
２8 日，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咨询多个快递网
点， 咨询 “年三十能否从合肥市往外寄快
递”等问题，结果发现，想要快递与平时无
异的畅快，实际操作存在困难。 咨询中，合
肥市经开区一网点负责人直接告知 “我们
从小年以后就正式歇业了”；一位快递小哥
表示“不确定是否能寄，公司暂时没有明确
的通知下来”。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教授葛晓滨指出 ，
“不打烊”落实程度的不同与经营模式不同
有关。 顺丰、德邦为直营快递公司，可以通
过制度调节和高额过年津贴让快递员留下
来；京东和苏宁的物流不仅是直营，且本身
就是电商企业， 还有菜鸟也是依托电商企
业，物流配送属于自身保障服务。 相反，圆
通、 申通等加盟制企业则无法进行强制规
定， 配送终端在春节这样的特殊假期可能
存在实际困难。

近日， 合肥邮区中心局国际邮件互换
局联合高新区疾控中心， 开展核酸采样检
测工作。 本报通讯员 李菁 摄

收取快递，这些要注意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欢喜过大年，网上买年货。 如何
做好收取快递过程中的防护工作 ？
合肥市疾控中心建议如下：

取件前，做好个人防护，佩
戴好口罩， 有条件的佩戴一次

性手套，携带 75％
酒精或 250mg/

L 含氯消毒剂（如 84 消毒液）的消毒喷壶，
需要当面签收时要自带签字笔。 取件时，尽
量做到无触碰取件并避免人员聚集， 通过
快递柜或收纳处收取快递， 避免人员面对
面接触。 无论是签收或是排队时，和快
递员及其他人保持 1 米以上的社交安
全距离，避免人员聚集。

取件后， 应立即对快递包装进行
喷洒消毒 。 每一面都要进行消毒 ，不

留死角 ，一般表面喷湿 ，不流淌 ，作用一
定时间后方可。 如果没有消毒工具，最好
戴上一次性手套或者垫一层纸巾 ， 避免
直接用手接触。 快递最好就地拆封处理，
拆封后做好手部清洁消毒再取出物品 ，
尽量不将快递外包装带回家中 。 尤其是
进口货品包装箱消毒后丢弃或销毁 ，不
带入室内。

只能回家拆封的快递要及时拆封，将消
毒后的包装按照生活垃圾处理要求尽快妥
善处理。 另外，要用肥皂或洗手液在流水下
洗手或使用消毒液做好手部的清洁消毒，消
毒前，不要用手擦汗或触碰眼、鼻、口。

·消费提醒·

配送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前年春节，我寄了一个快件，邮费翻
倍，还另外收取服务费，平时只要花 10 元左
右，那次花了 30元。太贵了！ ”谈及春节寄快
递，合肥市民薛志说起了一段不好的体验。

今年春节期间的邮费价格如何？ 据了
解，顺丰和邮政在春节期间均采取收取“春
节服务费”的方式来补贴成本，德邦快递、
中通等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今年也将采取
该模式，收费标准会参考中国邮政。 根据往
年春节期间价格， 中国邮政标准快递每件
加收不超过 10 元的服务费。 “顺丰往年春
节期间的服务费在 10 元左右，今年预计相
差不大。 ”肖垚说。

菜鸟裹裹方面表示， 考虑到春节期间

年货寄递的需求旺盛， 在全国 100 个城市
菜鸟将继续保障上门寄件， 方便年货不出
门寄递，并承诺春节寄件不加价。

除了价格，不少人对运输速度表示担忧。
1月 28日，合肥邮区中心局总经理钱志雄告
诉记者， 目前每日邮件处理量在 110万袋件
左右， 春节旺季期间每日处理量预计 150万
袋件左右。 “无论是否处于旺季，因为现在邮
件处理基本上都是靠机器处理， 智能化程度
高，效率有保证。 但是，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
快递需要消杀存放， 发往中高风险地区的快
递可能有延迟。 ”

随着物流行业智能化分拣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能否及时拿到快递， 主要依靠人工作

业的末端投递环节成了主要的不确定因素。
对于快递加收服务费、 配送时间可能

延长的现象， 消费者们看法不一。 有人认
为，既然加收了费用，服务质量就更应该有
保证；也有人觉得，春节是重要节日，能理
解配送的难处。 “春节不比平日，价格不要
太离谱，配送时间不要过分长，我还是能接
受的。 ”薛志说。

随着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近年来，快递
服务业春节假期正常营业已成为一种趋势。
而对消费者来说，他们更希望的是快递企业
在“不打烊”的前提下，还能“不提价”“不降
质”。 “春节快递不打烊，极大便利了消费者
的节日网购需求，未来，全天候的物流服务
是发展趋势。 ”葛晓滨说，但对于物流企业
来说， 不打烊意味着人工成本等的增加，如
何使布点能全方位协同运作，有效满足消费
者需求，是往后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花卉市场冬季升温

■ 本报见习记者 朱卓

“收获满满！”家住黄山市屯溪区的资深花友魏女士左
手提着玫瑰，右手拿着绿萝，兴高采烈地告诉记者，“我还
买了两盆鸿运当头，为新年讨个好彩头！ ”

1月 27 日 ，记者走进黄山市屯溪区花鸟市场 ，最近
和魏女士一样去花卉市场 “淘金 ”的市民不在少数 。 临
近年末 ，市场里热火朝天 ，各类鲜花争相斗艳 ，一片绚
丽多姿，前来购买花卉的市民络绎不绝。

“一帆风顺 、鸿运当头 、发财树 、年桔等植物很受青
睐 ，适合过年的时候放在家里 ，增年味添喜庆 。 ”有 28
年花卉买卖经营经验的店主郑红月告诉记者，买花过年
是一直以来都有的习俗 ，年关将至 ，一些寓意较好的花
卉和绿植观赏性极强 ，很受追捧 ，在家摆上显得过年气
氛特别浓郁。

记者走访发现， 花卉市场的鲜花和绿色盆栽种类繁
多，价格从十几元到几千元不等，基本能满足不同消费人
群的需要。 “花卉及盆栽的价格比较划算， 年桔一般 100
元/盆，鸿运当头 150 元/盆，我还想再挑几盆带回家养。 ”
魏女士一边说一边指着几盆多肉植物，“这种多肉植物也
可以拿几盆，体积小不占地方，很好养。绿色盆景摆在家里
既增加美感，心情也更好了。 ”

除了线下消费，线上购买花卉绿植也流行起来，记者
浏览淘宝、拼多多等各大电商网页发现，销售花卉和绿植
的网店月销量普遍能达到一万，销量比较高的品种集中在
发财树、富贵竹、绿萝这几类，很多店家还会进行直播讲
解，提醒顾客如何在冬日照料各类植物。“前几天刚在网上
买了发财树、年桔等盆栽绿植，打算送给亲戚朋友，给他们
带去新年祝福。”合肥市民魏欣告诉记者，她一般都在网上
购买花卉和绿植，尤其现在临近春节，这些带有吉祥寓意
的花卉和绿植承载着满满的心意。

近年来，我国花卉产业不断发展。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2015-2019 年， 我国亿元以上花卉专业市场交易总额
从 406.31 亿元增加到 750.84 亿元， 亿元以上花卉零售交
易市场成交额从 19.07 亿元增加到 34.6 亿元，花卉市场愈
加繁荣，花卉产业也不断发展。

据了解，花卉产业己成为我省林业最为活跃的产业
之一。 我省各地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开发花卉种质资源，
提高市场竞争力 ， 实现了花卉种植由零星分布向基地
化 、规模化种植转变 ，形成了合肥肥西 、芜湖清水 、滁州
南谯和宣城市四大绿化观赏苗木生产基地。 同时，我省
注意挖掘传统花卉名优特产品优势，如黄山市的徽派盆
景 、铜陵南方牡丹 、亳州芍药 、临泉荷花 、歙县贡菊等 ，
培育了一大批花卉苗木专业村 、镇 ，其中黄山市歙县雄
村镇卖花渔村是著名的徽派盆景发源地 。 “入冬以来 ，
卖花渔村花卉盆景销量日渐增长，比较走俏的有梅花盆
栽和罗汉松盆栽。 ”歙县雄村镇人大副主席汪邦华告诉
记者 ，如今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追求
高品质生活，花卉市场正在升温。

洋快餐该如何
“入乡随俗”

■ 韩小乔

最近，麦当劳的肉夹馍、油泼辣子冰淇淋，肯德基的热
干面、 螺蛳粉等洋快餐品牌推出的中式产品屡屡登上热
搜，掀起了一股“中西结合”的热潮。

为何主营炸鸡 、汉堡 、薯条的洋快餐品牌纷纷推出
本土化产品 ？ 一是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餐饮行业整
体收入受到重创 ，业绩增长压力较大 。 二是 ，中国的餐
饮习惯有很强的地域性，洋快餐在一二线城市市场趋于
饱和的背景下 ，亟须进一步下沉市场 ，寻求更大的利润
空间 。 三是 ，随着健康观念深入人心 ，国内消费者开始
对洋快餐的营养问题有了更高的关注 ， 希望吃到更丰
富 、健康的食品 。 美团点评用户调研数据显示 ，消费者
对中式小吃快餐的偏好占比为 85%，西式小吃快餐偏好
占比仅为 15%，消费者的热切需求正加速着洋快餐 “变
身”的速度。

近年来， 洋快餐本土化动作频繁、 跨界力度较大，其
“入乡随俗”的勇气和决心值得称赞，但由此引发的质疑也
不少。 洋快餐推出的肉夹馍实物与广告图差距巨大，薄薄
的两片馍中夹了少许肉酱，网友抱怨“不够塞牙缝”。 尝鲜
过后的消费者，对热干面的口味与定价也不满意。同时，洋
快餐还有丢掉品牌特色的风险，不少消费者表示：“吃肉夹
馍、热干面为啥要去洋快餐？ ”

如何做到口味相近、品质过硬、定价符合消费者预期，
是洋快餐实现本土化的关键。曾经，洋快餐靠着薯条、汉堡
等“元老”产品，就能受到消费者追捧。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
崛起，餐饮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消费者的观念已经发生
了巨大变化。 如果洋快餐一成不变、原地踏步、缺乏创新，
不能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注定会被淘汰。

人心是市场，产品是王道。 快餐企业对消费者有没有
诚意，就看能不能“投其所好”。 洋快餐的品牌特色与国内
文化、消费习惯相互融合是趋势。老北京鸡肉卷、嫩牛五方
等洋快餐中的爆款产品，之所以能深受消费者喜爱，并被
长期保存于菜单中，就是因为在专注“老本行”的同时，从
口感、品质、价格等多方面迎合了中国消费者的需求，真正
做到了“中西合璧”。 事实上，一些本土化做得比较好的跨
国公司，从品牌名称设计到形象推广，从宣传广告创意到
产品制作，都力争与中国的文化、社会习俗及消费者的价
值观念相适应。

洋快餐越来越本土，中国快餐越来越时尚，中西快餐
的相互交融和促进交流已经成为餐饮行业一个重要特点。
一些连锁洋快餐品牌进入中国，在机械化生产、标准化制
作、科学化管理、规模化连锁和现代化发展方面，为中式快
餐企业提供了先进的模式和经验。一些中国快餐品牌发展
也非常迅猛，在和洋快餐竞争时基本不落下风。

不久的未来， 洋快餐本土化产品的边界或将持续拓
宽，这是市场的选择，也是消费者的要求。

层层消杀保障快件安全

1 月 27 日上午 9 时 ， 在合肥邮区中
心局国际邮件互换局分拣厂门口停着一
辆货车，传送带连接后车厢 ，来自世界各
地的快递包裹正一个接一个进入场地 。
传送带一旁 ， 工作人员正手持消毒水壶
对快件外包装进行消杀。

“不仅每一个进厂的包裹外包装要
消杀，传送带 、货架等现场设施也会每日
进行消杀 。 ” 国际邮件互换局经理凌云
说，除了消杀 ，不定期还要进行核酸抽样
检测。 “1 月 18 日，合肥市高新区疾控中
心过来进行了抽检 ，对来自韩国 、日本 、
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疫情高风险国家
和地区的进口邮件进行采样 ， 并对作业
现场皮带机、安检机 、托盘等邮件能接触
到的设备用具进行了检测。 ”确保工作人
员健康履职 ，去年 11 月中旬 ，国际邮件
互换局全体员工也进行了核酸检测。

据了解 ， 快件自海外进入我国境内
开始 ， 消杀和核酸抽样检测工作就贯穿
始终。 国家邮政局印发《疫情防控期间邮
政快递业生产操作规范建议 （第六版 ）》，
要求边境国际邮件互换局 （交换站 ）、边
境快件处理场所等国际邮件快件处理场
所要加强消毒 、通风等工作 ，严防境外疫
情特别是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疫情通过寄
递渠道输入。

国内物流执行着与国际邮件类似的
方法，快件在揽收 、派送等环节均要经过
消杀。

安徽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公共事务经
理肖垚说：“一个快递从发出到送达顾客
手中，至少要经过三至四次消杀 。 ”他向
记者详细介绍了过程 ：市民网购后 ，快递
在发货地先要经过揽收 、装卸两个环节 ，
会先后完成至少两次消毒液喷洒作业 。
从省外运到合肥本地的分拨中心后 ，从
运输车上卸货前 ，要进行第三次消杀 ，覆
盖每一个包裹 。 之后 ，卸车 、分拣 、再装
车 ， 运到各个快递营业网点 。 到达网点
后，每一个包裹会经过第四次消杀 ，快递
小哥每天也会对电动三轮车的车身 、车
厢进行一到两次消杀。 “快递小哥在疫情
防控期间必须佩戴口罩 ， 且每天要在网
点进行体温测量 。 所有经营场所或分拨
中心场地 ， 也要求每两小时进行一次消
毒 ， 杜绝疫情隐患 。 ” 肖垚补充道 。

春节快递不打烊成为趋势

让年货代替人员流动，今年“网上年货
节”格外热闹。 为贯彻落实《关于做好人民
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1 月
27 日，国家邮政局发出通知，要求全系统精
准组织春节期间寄递服务保障工作。 坚持
“不打烊、不休网、不积压”主基调，合理安
排春节期间生产运营， 全力做好网络购物
及生活必需品的寄递服务。

近期多家快递企业表示， 春节不停运。
申通快递在官网发布公告，2 月 4 日至 2 月
19日期间，将持续提供寄递服务。 2月 11日
（大年三十）、12日（正月初一）的服务时间会
酌情调整。韵达快递在官网发布公告称，从 2
月 4 日至 2月 19 日， 继续为广大客户提供
寄递服务。圆通快递的官网显示，春节期间，
圆通将时效保障服务范围扩大到全国 209
个城市，全国省会城市全覆盖。 顺丰速运方
面表示，“春节不打烊”已经持续了 8年。

1 月 28 日晚， 在合肥市经开区壶天路
的一家菜鸟驿站的玻璃门上， 记者看到一
张“春节不打烊”的公示，公示写明春节期
间驿站正常营业。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正
常开门，但是营业时间短一些，比如 2 月 11
日到 14 日，仅上午 9 点到中午 12 点开门。
这个时间是正月头三天， 取快递的顾客估
计也不多。 ”

据了解 ， 截至 1 月 28 日 ， 合肥地区
1500 多家菜鸟驿站中， 已经有 500 多家驿
站确定春节期间正常运营。 “一方面是响应
国家就地过年的号召，做好物流服务工作；
另一方面，今年不少快递公司不打烊，网店
也不打烊，市场有服务需求，我们就要做好
服务保障。 ”菜鸟合肥物流负责人文珂说。

文珂透露， 菜鸟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措
施， 为自愿轮守岗位的物流从业人员提供
激励保障和节日福利。 “事实上，在六安、阜

阳等地，店里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本地人，正
常营业的驿站应该会比合肥地区更多。 ”

虽然多数官方渠道表示 “不打烊”，但
快递配送需要各个环节紧密配合，从发货、
分拣、运输到配送人员配备缺一不可。 １ 月
２8 日，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咨询多个快递网
点， 咨询 “年三十能否从合肥市往外寄快
递”等问题，结果发现，想要快递与平时无
异的畅快，实际操作存在困难。 咨询中，合
肥市经开区一网点负责人直接告知 “我们
从小年以后就正式歇业了”；一位快递小哥
表示“不确定是否能寄，公司暂时没有明确
的通知下来”。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教授葛晓滨指出 ，
“不打烊”落实程度的不同与经营模式不同
有关。 顺丰、德邦为直营快递公司，可以通
过制度调节和高额过年津贴让快递员留下
来；京东和苏宁的物流不仅是直营，且本身
就是电商企业， 还有菜鸟也是依托电商企
业，物流配送属于自身保障服务。 相反，圆
通、 申通等加盟制企业则无法进行强制规
定， 配送终端在春节这样的特殊假期可能
存在实际困难。

收取快递，这些要注意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欢喜过大年，网上买年货。 如何
做好收取快递过程中的防护工作 ？
合肥市疾控中心建议如下：

取件前，做好个人防护，佩
戴好口罩， 有条件的佩戴一次

性手套，携带 75％
酒精或 250mg/

L 含氯消毒剂（如 84 消毒液）的消毒喷壶，
需要当面签收时要自带签字笔。 取件时，尽
量做到无触碰取件并避免人员聚集， 通过
快递柜或收纳处收取快递， 避免人员面对
面接触。 无论是签收或是排队时，和快
递员及其他人保持 1 米以上的社交安
全距离，避免人员聚集。

取件后， 应立即对快递包装进行
喷洒消毒 。 每一面都要进行消毒 ，不

留死角 ，一般表面喷湿 ，不流淌 ，作用一
定时间后方可。 如果没有消毒工具，最好
戴上一次性手套或者垫一层纸巾 ， 避免
直接用手接触。 快递最好就地拆封处理，
拆封后做好手部清洁消毒再取出物品 ，
尽量不将快递外包装带回家中 。 尤其是
进口货品包装箱消毒后丢弃或销毁 ，不
带入室内。

只能回家拆封的快递要及时拆封，将消
毒后的包装按照生活垃圾处理要求尽快妥
善处理。 另外，要用肥皂或洗手液在流水下
洗手或使用消毒液做好手部的清洁消毒，消
毒前，不要用手擦汗或触碰眼、鼻、口。

配送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前年春节，我寄了一个快件，邮费翻
倍，还另外收取服务费，平时只要花 10 元左
右，那次花了 30元。太贵了！ ”谈及春节寄快
递，合肥市民薛志说起了一段不好的体验。

今年春节期间的邮费价格如何？ 据了
解，顺丰和邮政在春节期间均采取收取“春
节服务费”的方式来补贴成本，德邦快递、
中通等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今年也将采取
该模式，收费标准会参考中国邮政。 根据往
年春节期间价格， 中国邮政标准快递每件
加收不超过 10 元的服务费。 “顺丰往年春
节期间的服务费在 10 元左右，今年预计相
差不大。 ”肖垚说。

菜鸟裹裹方面表示， 考虑到春节期间

年货寄递的需求旺盛， 在全国 100 个城市
菜鸟将继续保障上门寄件， 方便年货不出
门寄递，并承诺春节寄件不加价。

除了价格，不少人对运输速度表示担忧。
1月 28日，合肥邮区中心局总经理钱志雄告
诉记者， 目前每日邮件处理量在 110万袋件
左右， 春节旺季期间每日处理量预计 150万
袋件左右。 “无论是否处于旺季，因为现在邮
件处理基本上都是靠机器处理， 智能化程度
高，效率有保证。 但是，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
快递需要消杀存放， 发往中高风险地区的快
递可能有延迟。 ”

随着物流行业智能化分拣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能否及时拿到快递， 主要依靠人工作

业的末端投递环节成了主要的不确定因素。
对于快递加收服务费、 配送时间可能

延长的现象， 消费者们看法不一。 有人认
为，既然加收了费用，服务质量就更应该有
保证；也有人觉得，春节是重要节日，能理
解配送的难处。 “春节不比平日，价格不要
太离谱，配送时间不要过分长，我还是能接
受的。 ”薛志说。

随着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近年来，快递
服务业春节假期正常营业已成为一种趋势。
而对消费者来说，他们更希望的是快递企业
在“不打烊”的前提下，还能“不提价”“不降
质”。 “春节快递不打烊，极大便利了消费者
的节日网购需求，未来，全天候的物流服务
是发展趋势。 ”葛晓滨说，但对于物流企业
来说， 不打烊意味着人工成本等的增加，如
何使布点能全方位协同运作，有效满足消费
者需求，是往后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花卉市场冬季升温

■ 本报见习记者 朱卓

“收获满满！”家住黄山市屯溪区的资深花友魏女士左
手提着玫瑰，右手拿着绿萝，兴高采烈地告诉记者，“我还
买了两盆鸿运当头，为新年讨个好彩头！ ”

1月 27 日 ，记者走进黄山市屯溪区花鸟市场 ，最近
和魏女士一样去花卉市场 “淘金 ”的市民不在少数 。 临
近年末 ，市场里热火朝天 ，各类鲜花争相斗艳 ，一片绚
丽多姿，前来购买花卉的市民络绎不绝。

“一帆风顺 、鸿运当头 、发财树 、年桔等植物很受青
睐 ，适合过年的时候放在家里 ，增年味添喜庆 。 ”有 28
年花卉买卖经营经验的店主郑红月告诉记者，买花过年
是一直以来都有的习俗 ，年关将至 ，一些寓意较好的花
卉和绿植观赏性极强 ，很受追捧 ，在家摆上显得过年气
氛特别浓郁。

记者走访发现， 花卉市场的鲜花和绿色盆栽种类繁
多，价格从十几元到几千元不等，基本能满足不同消费人
群的需要。 “花卉及盆栽的价格比较划算， 年桔一般 100
元/盆，鸿运当头 150 元/盆，我还想再挑几盆带回家养。 ”
魏女士一边说一边指着几盆多肉植物，“这种多肉植物也
可以拿几盆，体积小不占地方，很好养。绿色盆景摆在家里
既增加美感，心情也更好了。 ”

除了线下消费，线上购买花卉绿植也流行起来，记者
浏览淘宝、拼多多等各大电商网页发现，销售花卉和绿植
的网店月销量普遍能达到一万，销量比较高的品种集中在
发财树、富贵竹、绿萝这几类，很多店家还会进行直播讲
解，提醒顾客如何在冬日照料各类植物。“前几天刚在网上
买了发财树、年桔等盆栽绿植，打算送给亲戚朋友，给他们
带去新年祝福。”合肥市民魏欣告诉记者，她一般都在网上
购买花卉和绿植，尤其现在临近春节，这些带有吉祥寓意
的花卉和绿植承载着满满的心意。

近年来，我国花卉产业不断发展。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2015-2019 年， 我国亿元以上花卉专业市场交易总额
从 406.31 亿元增加到 750.84 亿元， 亿元以上花卉零售交
易市场成交额从 19.07 亿元增加到 34.6 亿元，花卉市场愈
加繁荣，花卉产业也不断发展。

据了解，花卉产业己成为我省林业最为活跃的产业
之一。 我省各地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开发花卉种质资源，
提高市场竞争力 ， 实现了花卉种植由零星分布向基地
化 、规模化种植转变 ，形成了合肥肥西 、芜湖清水 、滁州
南谯和宣城市四大绿化观赏苗木生产基地。 同时，我省
注意挖掘传统花卉名优特产品优势，如黄山市的徽派盆
景 、铜陵南方牡丹 、亳州芍药 、临泉荷花 、歙县贡菊等 ，
培育了一大批花卉苗木专业村 、镇 ，其中黄山市歙县雄
村镇卖花渔村是著名的徽派盆景发源地 。 “入冬以来 ，
卖花渔村花卉盆景销量日渐增长，比较走俏的有梅花盆
栽和罗汉松盆栽。 ”歙县雄村镇人大副主席汪邦华告诉
记者 ，如今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追求
高品质生活，花卉市场正在升温。

洋快餐该如何
“入乡随俗”

■ 韩小乔

最近，麦当劳的肉夹馍、油泼辣子冰淇淋，肯德基的热
干面、 螺蛳粉等洋快餐品牌推出的中式产品屡屡登上热
搜，掀起了一股“中西结合”的热潮。

为何主营炸鸡 、汉堡 、薯条的洋快餐品牌纷纷推出
本土化产品 ？ 一是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餐饮行业整
体收入受到重创 ，业绩增长压力较大 。 二是 ，中国的餐
饮习惯有很强的地域性，洋快餐在一二线城市市场趋于
饱和的背景下 ，亟须进一步下沉市场 ，寻求更大的利润
空间 。 三是 ，随着健康观念深入人心 ，国内消费者开始
对洋快餐的营养问题有了更高的关注 ， 希望吃到更丰
富 、健康的食品 。 美团点评用户调研数据显示 ，消费者
对中式小吃快餐的偏好占比为 85%，西式小吃快餐偏好
占比仅为 15%，消费者的热切需求正加速着洋快餐 “变
身”的速度。

近年来， 洋快餐本土化动作频繁、 跨界力度较大，其
“入乡随俗”的勇气和决心值得称赞，但由此引发的质疑也
不少。 洋快餐推出的肉夹馍实物与广告图差距巨大，薄薄
的两片馍中夹了少许肉酱，网友抱怨“不够塞牙缝”。 尝鲜
过后的消费者，对热干面的口味与定价也不满意。同时，洋
快餐还有丢掉品牌特色的风险，不少消费者表示：“吃肉夹
馍、热干面为啥要去洋快餐？ ”

如何做到口味相近、品质过硬、定价符合消费者预期，
是洋快餐实现本土化的关键。曾经，洋快餐靠着薯条、汉堡
等“元老”产品，就能受到消费者追捧。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
崛起，餐饮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消费者的观念已经发生
了巨大变化。 如果洋快餐一成不变、原地踏步、缺乏创新，
不能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注定会被淘汰。

人心是市场，产品是王道。 快餐企业对消费者有没有
诚意，就看能不能“投其所好”。 洋快餐的品牌特色与国内
文化、消费习惯相互融合是趋势。老北京鸡肉卷、嫩牛五方
等洋快餐中的爆款产品，之所以能深受消费者喜爱，并被
长期保存于菜单中，就是因为在专注“老本行”的同时，从
口感、品质、价格等多方面迎合了中国消费者的需求，真正
做到了“中西合璧”。 事实上，一些本土化做得比较好的跨
国公司，从品牌名称设计到形象推广，从宣传广告创意到
产品制作，都力争与中国的文化、社会习俗及消费者的价
值观念相适应。

洋快餐越来越本土，中国快餐越来越时尚，中西快餐
的相互交融和促进交流已经成为餐饮行业一个重要特点。
一些连锁洋快餐品牌进入中国，在机械化生产、标准化制
作、科学化管理、规模化连锁和现代化发展方面，为中式快
餐企业提供了先进的模式和经验。一些中国快餐品牌发展
也非常迅猛，在和洋快餐竞争时基本不落下风。

不久的未来， 洋快餐本土化产品的边界或将持续拓
宽，这是市场的选择，也是消费者的要求。

层层消杀保障快件安全

1 月 27 日上午 9 时 ， 在合肥邮区中
心局国际邮件互换局分拣厂门口停着一
辆货车，传送带连接后车厢 ，来自世界各
地的快递包裹正一个接一个进入场地 。
传送带一旁 ， 工作人员正手持消毒水壶
对快件外包装进行消杀。

“不仅每一个进厂的包裹外包装要
消杀，传送带 、货架等现场设施也会每日
进行消杀 。 ” 国际邮件互换局经理凌云
说，除了消杀 ，不定期还要进行核酸抽样
检测。 “1 月 18 日，合肥市高新区疾控中
心过来进行了抽检 ，对来自韩国 、日本 、
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疫情高风险国家
和地区的进口邮件进行采样 ， 并对作业
现场皮带机、安检机 、托盘等邮件能接触
到的设备用具进行了检测。 ”确保工作人
员健康履职 ，去年 11 月中旬 ，国际邮件
互换局全体员工也进行了核酸检测。

据了解 ， 快件自海外进入我国境内
开始 ， 消杀和核酸抽样检测工作就贯穿
始终。 国家邮政局印发《疫情防控期间邮
政快递业生产操作规范建议 （第六版 ）》，
要求边境国际邮件互换局 （交换站 ）、边
境快件处理场所等国际邮件快件处理场
所要加强消毒 、通风等工作 ，严防境外疫
情特别是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疫情通过寄
递渠道输入。

国内物流执行着与国际邮件类似的
方法，快件在揽收 、派送等环节均要经过
消杀。

安徽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公共事务经
理肖垚说：“一个快递从发出到送达顾客
手中，至少要经过三至四次消杀 。 ”他向
记者详细介绍了过程 ：市民网购后 ，快递
在发货地先要经过揽收 、装卸两个环节 ，
会先后完成至少两次消毒液喷洒作业 。
从省外运到合肥本地的分拨中心后 ，从
运输车上卸货前 ，要进行第三次消杀 ，覆
盖每一个包裹 。 之后 ，卸车 、分拣 、再装
车 ， 运到各个快递营业网点 。 到达网点
后，每一个包裹会经过第四次消杀 ，快递
小哥每天也会对电动三轮车的车身 、车
厢进行一到两次消杀。 “快递小哥在疫情
防控期间必须佩戴口罩 ， 且每天要在网
点进行体温测量 。 所有经营场所或分拨
中心场地 ， 也要求每两小时进行一次消
毒 ， 杜绝疫情隐患 。 ” 肖垚补充道 。

春节快递不打烊成为趋势

让年货代替人员流动，今年“网上年货
节”格外热闹。 为贯彻落实《关于做好人民
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1 月
27 日，国家邮政局发出通知，要求全系统精
准组织春节期间寄递服务保障工作。 坚持
“不打烊、不休网、不积压”主基调，合理安
排春节期间生产运营， 全力做好网络购物
及生活必需品的寄递服务。

近期多家快递企业表示， 春节不停运。
申通快递在官网发布公告，2 月 4 日至 2 月
19日期间，将持续提供寄递服务。 2月 11日
（大年三十）、12日（正月初一）的服务时间会
酌情调整。韵达快递在官网发布公告称，从 2
月 4 日至 2月 19 日， 继续为广大客户提供
寄递服务。圆通快递的官网显示，春节期间，
圆通将时效保障服务范围扩大到全国 209
个城市，全国省会城市全覆盖。 顺丰速运方
面表示，“春节不打烊”已经持续了 8年。

1 月 28 日晚， 在合肥市经开区壶天路
的一家菜鸟驿站的玻璃门上， 记者看到一
张“春节不打烊”的公示，公示写明春节期
间驿站正常营业。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正
常开门，但是营业时间短一些，比如 2 月 11
日到 14 日，仅上午 9 点到中午 12 点开门。
这个时间是正月头三天， 取快递的顾客估
计也不多。 ”

据了解 ， 截至 1 月 28 日 ， 合肥地区
1500 多家菜鸟驿站中， 已经有 500 多家驿
站确定春节期间正常运营。 “一方面是响应
国家就地过年的号召，做好物流服务工作；
另一方面，今年不少快递公司不打烊，网店
也不打烊，市场有服务需求，我们就要做好
服务保障。 ”菜鸟合肥物流负责人文珂说。

文珂透露， 菜鸟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措
施， 为自愿轮守岗位的物流从业人员提供
激励保障和节日福利。 “事实上，在六安、阜

阳等地，店里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本地人，正
常营业的驿站应该会比合肥地区更多。 ”

虽然多数官方渠道表示 “不打烊”，但
快递配送需要各个环节紧密配合，从发货、
分拣、运输到配送人员配备缺一不可。 １ 月
２8 日，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咨询多个快递网
点， 咨询 “年三十能否从合肥市往外寄快
递”等问题，结果发现，想要快递与平时无
异的畅快，实际操作存在困难。 咨询中，合
肥市经开区一网点负责人直接告知 “我们
从小年以后就正式歇业了”；一位快递小哥
表示“不确定是否能寄，公司暂时没有明确
的通知下来”。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教授葛晓滨指出 ，
“不打烊”落实程度的不同与经营模式不同
有关。 顺丰、德邦为直营快递公司，可以通
过制度调节和高额过年津贴让快递员留下
来；京东和苏宁的物流不仅是直营，且本身
就是电商企业， 还有菜鸟也是依托电商企
业，物流配送属于自身保障服务。 相反，圆
通、 申通等加盟制企业则无法进行强制规
定， 配送终端在春节这样的特殊假期可能
存在实际困难。

收取快递，这些要注意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欢喜过大年，网上买年货。 如何
做好收取快递过程中的防护工作 ？
合肥市疾控中心建议如下：

取件前，做好个人防护，佩
戴好口罩， 有条件的佩戴一次

性手套，携带 75％
酒精或 250mg/

L 含氯消毒剂（如 84 消毒液）的消毒喷壶，
需要当面签收时要自带签字笔。 取件时，尽
量做到无触碰取件并避免人员聚集， 通过
快递柜或收纳处收取快递， 避免人员面对
面接触。 无论是签收或是排队时，和快
递员及其他人保持 1 米以上的社交安
全距离，避免人员聚集。

取件后， 应立即对快递包装进行
喷洒消毒 。 每一面都要进行消毒 ，不

留死角 ，一般表面喷湿 ，不流淌 ，作用一
定时间后方可。 如果没有消毒工具，最好
戴上一次性手套或者垫一层纸巾 ， 避免
直接用手接触。 快递最好就地拆封处理，
拆封后做好手部清洁消毒再取出物品 ，
尽量不将快递外包装带回家中 。 尤其是
进口货品包装箱消毒后丢弃或销毁 ，不
带入室内。

只能回家拆封的快递要及时拆封，将消
毒后的包装按照生活垃圾处理要求尽快妥
善处理。 另外，要用肥皂或洗手液在流水下
洗手或使用消毒液做好手部的清洁消毒，消
毒前，不要用手擦汗或触碰眼、鼻、口。

配送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前年春节，我寄了一个快件，邮费翻
倍，还另外收取服务费，平时只要花 10 元左
右，那次花了 30元。太贵了！ ”谈及春节寄快
递，合肥市民薛志说起了一段不好的体验。

今年春节期间的邮费价格如何？ 据了
解，顺丰和邮政在春节期间均采取收取“春
节服务费”的方式来补贴成本，德邦快递、
中通等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今年也将采取
该模式，收费标准会参考中国邮政。 根据往
年春节期间价格， 中国邮政标准快递每件
加收不超过 10 元的服务费。 “顺丰往年春
节期间的服务费在 10 元左右，今年预计相
差不大。 ”肖垚说。

菜鸟裹裹方面表示， 考虑到春节期间

年货寄递的需求旺盛， 在全国 100 个城市
菜鸟将继续保障上门寄件， 方便年货不出
门寄递，并承诺春节寄件不加价。

除了价格，不少人对运输速度表示担忧。
1月 28日，合肥邮区中心局总经理钱志雄告
诉记者， 目前每日邮件处理量在 110万袋件
左右， 春节旺季期间每日处理量预计 150万
袋件左右。 “无论是否处于旺季，因为现在邮
件处理基本上都是靠机器处理， 智能化程度
高，效率有保证。 但是，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
快递需要消杀存放， 发往中高风险地区的快
递可能有延迟。 ”

随着物流行业智能化分拣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能否及时拿到快递， 主要依靠人工作

业的末端投递环节成了主要的不确定因素。
对于快递加收服务费、 配送时间可能

延长的现象， 消费者们看法不一。 有人认
为，既然加收了费用，服务质量就更应该有
保证；也有人觉得，春节是重要节日，能理
解配送的难处。 “春节不比平日，价格不要
太离谱，配送时间不要过分长，我还是能接
受的。 ”薛志说。

随着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近年来，快递
服务业春节假期正常营业已成为一种趋势。
而对消费者来说，他们更希望的是快递企业
在“不打烊”的前提下，还能“不提价”“不降
质”。 “春节快递不打烊，极大便利了消费者
的节日网购需求，未来，全天候的物流服务
是发展趋势。 ”葛晓滨说，但对于物流企业
来说， 不打烊意味着人工成本等的增加，如
何使布点能全方位协同运作，有效满足消费
者需求，是往后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花卉市场冬季升温

■ 本报见习记者 朱卓

“收获满满！”家住黄山市屯溪区的资深花友魏女士左
手提着玫瑰，右手拿着绿萝，兴高采烈地告诉记者，“我还
买了两盆鸿运当头，为新年讨个好彩头！ ”

1月 27 日 ，记者走进黄山市屯溪区花鸟市场 ，最近
和魏女士一样去花卉市场 “淘金 ”的市民不在少数 。 临
近年末 ，市场里热火朝天 ，各类鲜花争相斗艳 ，一片绚
丽多姿，前来购买花卉的市民络绎不绝。

“一帆风顺 、鸿运当头 、发财树 、年桔等植物很受青
睐 ，适合过年的时候放在家里 ，增年味添喜庆 。 ”有 28
年花卉买卖经营经验的店主郑红月告诉记者，买花过年
是一直以来都有的习俗 ，年关将至 ，一些寓意较好的花
卉和绿植观赏性极强 ，很受追捧 ，在家摆上显得过年气
氛特别浓郁。

记者走访发现， 花卉市场的鲜花和绿色盆栽种类繁
多，价格从十几元到几千元不等，基本能满足不同消费人
群的需要。 “花卉及盆栽的价格比较划算， 年桔一般 100
元/盆，鸿运当头 150 元/盆，我还想再挑几盆带回家养。 ”
魏女士一边说一边指着几盆多肉植物，“这种多肉植物也
可以拿几盆，体积小不占地方，很好养。绿色盆景摆在家里
既增加美感，心情也更好了。 ”

除了线下消费，线上购买花卉绿植也流行起来，记者
浏览淘宝、拼多多等各大电商网页发现，销售花卉和绿植
的网店月销量普遍能达到一万，销量比较高的品种集中在
发财树、富贵竹、绿萝这几类，很多店家还会进行直播讲
解，提醒顾客如何在冬日照料各类植物。“前几天刚在网上
买了发财树、年桔等盆栽绿植，打算送给亲戚朋友，给他们
带去新年祝福。”合肥市民魏欣告诉记者，她一般都在网上
购买花卉和绿植，尤其现在临近春节，这些带有吉祥寓意
的花卉和绿植承载着满满的心意。

近年来，我国花卉产业不断发展。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2015-2019 年， 我国亿元以上花卉专业市场交易总额
从 406.31 亿元增加到 750.84 亿元， 亿元以上花卉零售交
易市场成交额从 19.07 亿元增加到 34.6 亿元，花卉市场愈
加繁荣，花卉产业也不断发展。

据了解，花卉产业己成为我省林业最为活跃的产业
之一。 我省各地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开发花卉种质资源，
提高市场竞争力 ， 实现了花卉种植由零星分布向基地
化 、规模化种植转变 ，形成了合肥肥西 、芜湖清水 、滁州
南谯和宣城市四大绿化观赏苗木生产基地。 同时，我省
注意挖掘传统花卉名优特产品优势，如黄山市的徽派盆
景 、铜陵南方牡丹 、亳州芍药 、临泉荷花 、歙县贡菊等 ，
培育了一大批花卉苗木专业村 、镇 ，其中黄山市歙县雄
村镇卖花渔村是著名的徽派盆景发源地 。 “入冬以来 ，
卖花渔村花卉盆景销量日渐增长，比较走俏的有梅花盆
栽和罗汉松盆栽。 ”歙县雄村镇人大副主席汪邦华告诉
记者 ，如今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追求
高品质生活，花卉市场正在升温。

洋快餐该如何
“入乡随俗”

■ 韩小乔

最近，麦当劳的肉夹馍、油泼辣子冰淇淋，肯德基的热
干面、 螺蛳粉等洋快餐品牌推出的中式产品屡屡登上热
搜，掀起了一股“中西结合”的热潮。

为何主营炸鸡 、汉堡 、薯条的洋快餐品牌纷纷推出
本土化产品 ？ 一是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餐饮行业整
体收入受到重创 ，业绩增长压力较大 。 二是 ，中国的餐
饮习惯有很强的地域性，洋快餐在一二线城市市场趋于
饱和的背景下 ，亟须进一步下沉市场 ，寻求更大的利润
空间 。 三是 ，随着健康观念深入人心 ，国内消费者开始
对洋快餐的营养问题有了更高的关注 ， 希望吃到更丰
富 、健康的食品 。 美团点评用户调研数据显示 ，消费者
对中式小吃快餐的偏好占比为 85%，西式小吃快餐偏好
占比仅为 15%，消费者的热切需求正加速着洋快餐 “变
身”的速度。

近年来， 洋快餐本土化动作频繁、 跨界力度较大，其
“入乡随俗”的勇气和决心值得称赞，但由此引发的质疑也
不少。 洋快餐推出的肉夹馍实物与广告图差距巨大，薄薄
的两片馍中夹了少许肉酱，网友抱怨“不够塞牙缝”。 尝鲜
过后的消费者，对热干面的口味与定价也不满意。同时，洋
快餐还有丢掉品牌特色的风险，不少消费者表示：“吃肉夹
馍、热干面为啥要去洋快餐？ ”

如何做到口味相近、品质过硬、定价符合消费者预期，
是洋快餐实现本土化的关键。曾经，洋快餐靠着薯条、汉堡
等“元老”产品，就能受到消费者追捧。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
崛起，餐饮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消费者的观念已经发生
了巨大变化。 如果洋快餐一成不变、原地踏步、缺乏创新，
不能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注定会被淘汰。

人心是市场，产品是王道。 快餐企业对消费者有没有
诚意，就看能不能“投其所好”。 洋快餐的品牌特色与国内
文化、消费习惯相互融合是趋势。老北京鸡肉卷、嫩牛五方
等洋快餐中的爆款产品，之所以能深受消费者喜爱，并被
长期保存于菜单中，就是因为在专注“老本行”的同时，从
口感、品质、价格等多方面迎合了中国消费者的需求，真正
做到了“中西合璧”。 事实上，一些本土化做得比较好的跨
国公司，从品牌名称设计到形象推广，从宣传广告创意到
产品制作，都力争与中国的文化、社会习俗及消费者的价
值观念相适应。

洋快餐越来越本土，中国快餐越来越时尚，中西快餐
的相互交融和促进交流已经成为餐饮行业一个重要特点。
一些连锁洋快餐品牌进入中国，在机械化生产、标准化制
作、科学化管理、规模化连锁和现代化发展方面，为中式快
餐企业提供了先进的模式和经验。一些中国快餐品牌发展
也非常迅猛，在和洋快餐竞争时基本不落下风。

不久的未来， 洋快餐本土化产品的边界或将持续拓
宽，这是市场的选择，也是消费者的要求。

层层消杀保障快件安全

1 月 27 日上午 9 时 ， 在合肥邮区中
心局国际邮件互换局分拣厂门口停着一
辆货车，传送带连接后车厢 ，来自世界各
地的快递包裹正一个接一个进入场地 。
传送带一旁 ， 工作人员正手持消毒水壶
对快件外包装进行消杀。

“不仅每一个进厂的包裹外包装要
消杀，传送带 、货架等现场设施也会每日
进行消杀 。 ” 国际邮件互换局经理凌云
说，除了消杀 ，不定期还要进行核酸抽样
检测。 “1 月 18 日，合肥市高新区疾控中
心过来进行了抽检 ，对来自韩国 、日本 、
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疫情高风险国家
和地区的进口邮件进行采样 ， 并对作业
现场皮带机、安检机 、托盘等邮件能接触
到的设备用具进行了检测。 ”确保工作人
员健康履职 ，去年 11 月中旬 ，国际邮件
互换局全体员工也进行了核酸检测。

据了解 ， 快件自海外进入我国境内
开始 ， 消杀和核酸抽样检测工作就贯穿
始终。 国家邮政局印发《疫情防控期间邮
政快递业生产操作规范建议 （第六版 ）》，
要求边境国际邮件互换局 （交换站 ）、边
境快件处理场所等国际邮件快件处理场
所要加强消毒 、通风等工作 ，严防境外疫
情特别是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疫情通过寄
递渠道输入。

国内物流执行着与国际邮件类似的
方法，快件在揽收 、派送等环节均要经过
消杀。

安徽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公共事务经
理肖垚说：“一个快递从发出到送达顾客
手中，至少要经过三至四次消杀 。 ”他向
记者详细介绍了过程 ：市民网购后 ，快递
在发货地先要经过揽收 、装卸两个环节 ，
会先后完成至少两次消毒液喷洒作业 。
从省外运到合肥本地的分拨中心后 ，从
运输车上卸货前 ，要进行第三次消杀 ，覆
盖每一个包裹 。 之后 ，卸车 、分拣 、再装
车 ， 运到各个快递营业网点 。 到达网点
后，每一个包裹会经过第四次消杀 ，快递
小哥每天也会对电动三轮车的车身 、车
厢进行一到两次消杀。 “快递小哥在疫情
防控期间必须佩戴口罩 ， 且每天要在网
点进行体温测量 。 所有经营场所或分拨
中心场地 ， 也要求每两小时进行一次消
毒 ， 杜绝疫情隐患 。 ” 肖垚补充道 。

春节快递不打烊成为趋势

让年货代替人员流动，今年“网上年货
节”格外热闹。 为贯彻落实《关于做好人民
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1 月
27 日，国家邮政局发出通知，要求全系统精
准组织春节期间寄递服务保障工作。 坚持
“不打烊、不休网、不积压”主基调，合理安
排春节期间生产运营， 全力做好网络购物
及生活必需品的寄递服务。

近期多家快递企业表示， 春节不停运。
申通快递在官网发布公告，2 月 4 日至 2 月
19日期间，将持续提供寄递服务。 2月 11日
（大年三十）、12日（正月初一）的服务时间会
酌情调整。韵达快递在官网发布公告称，从 2
月 4 日至 2月 19 日， 继续为广大客户提供
寄递服务。圆通快递的官网显示，春节期间，
圆通将时效保障服务范围扩大到全国 209
个城市，全国省会城市全覆盖。 顺丰速运方
面表示，“春节不打烊”已经持续了 8年。

1 月 28 日晚， 在合肥市经开区壶天路
的一家菜鸟驿站的玻璃门上， 记者看到一
张“春节不打烊”的公示，公示写明春节期
间驿站正常营业。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正
常开门，但是营业时间短一些，比如 2 月 11
日到 14 日，仅上午 9 点到中午 12 点开门。
这个时间是正月头三天， 取快递的顾客估
计也不多。 ”

据了解 ， 截至 1 月 28 日 ， 合肥地区
1500 多家菜鸟驿站中， 已经有 500 多家驿
站确定春节期间正常运营。 “一方面是响应
国家就地过年的号召，做好物流服务工作；
另一方面，今年不少快递公司不打烊，网店
也不打烊，市场有服务需求，我们就要做好
服务保障。 ”菜鸟合肥物流负责人文珂说。

文珂透露， 菜鸟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措
施， 为自愿轮守岗位的物流从业人员提供
激励保障和节日福利。 “事实上，在六安、阜

阳等地，店里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本地人，正
常营业的驿站应该会比合肥地区更多。 ”

虽然多数官方渠道表示 “不打烊”，但
快递配送需要各个环节紧密配合，从发货、
分拣、运输到配送人员配备缺一不可。 １ 月
２8 日，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咨询多个快递网
点， 咨询 “年三十能否从合肥市往外寄快
递”等问题，结果发现，想要快递与平时无
异的畅快，实际操作存在困难。 咨询中，合
肥市经开区一网点负责人直接告知 “我们
从小年以后就正式歇业了”；一位快递小哥
表示“不确定是否能寄，公司暂时没有明确
的通知下来”。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教授葛晓滨指出 ，
“不打烊”落实程度的不同与经营模式不同
有关。 顺丰、德邦为直营快递公司，可以通
过制度调节和高额过年津贴让快递员留下
来；京东和苏宁的物流不仅是直营，且本身
就是电商企业， 还有菜鸟也是依托电商企
业，物流配送属于自身保障服务。 相反，圆
通、 申通等加盟制企业则无法进行强制规
定， 配送终端在春节这样的特殊假期可能
存在实际困难。

收取快递，这些要注意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欢喜过大年，网上买年货。 如何
做好收取快递过程中的防护工作 ？
合肥市疾控中心建议如下：

取件前，做好个人防护，佩
戴好口罩， 有条件的佩戴一次

性手套，携带 75％
酒精或 250mg/

L 含氯消毒剂（如 84 消毒液）的消毒喷壶，
需要当面签收时要自带签字笔。 取件时，尽
量做到无触碰取件并避免人员聚集， 通过
快递柜或收纳处收取快递， 避免人员面对
面接触。 无论是签收或是排队时，和快
递员及其他人保持 1 米以上的社交安
全距离，避免人员聚集。

取件后， 应立即对快递包装进行
喷洒消毒 。 每一面都要进行消毒 ，不

留死角 ，一般表面喷湿 ，不流淌 ，作用一
定时间后方可。 如果没有消毒工具，最好
戴上一次性手套或者垫一层纸巾 ， 避免
直接用手接触。 快递最好就地拆封处理，
拆封后做好手部清洁消毒再取出物品 ，
尽量不将快递外包装带回家中 。 尤其是
进口货品包装箱消毒后丢弃或销毁 ，不
带入室内。

只能回家拆封的快递要及时拆封，将消
毒后的包装按照生活垃圾处理要求尽快妥
善处理。 另外，要用肥皂或洗手液在流水下
洗手或使用消毒液做好手部的清洁消毒，消
毒前，不要用手擦汗或触碰眼、鼻、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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