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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七堂参茸馆已搬迁至东街武夷中心一楼37号店面（福州一中正对面天桥后面）
可乘K1路/5路/19路/22路/27路/55路/74路/80路/88路/102路/117路/118路/301路/310路/317路/
327路公交车到东街口站下，也可乘坐地铁1号线到东街口站下热线电话：18960800706

广告

★活动时间:9月23日（周五）-9月27日（下周二）

直销价：0.18元/克

市场价：0.52元 /克

天 麻
直销价：148元/克

市场价：198元 /克那曲
虫草 直销价：2.0元/克

市场价：4.0元 /克
金线莲直销价：0.6元/克

市场价：1.2元 /克铁皮
石斛

市场价：180元 /斤（0.18元/克）

直销价：90元 /斤

山文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西洋参
市场价：1.2元/克

直销价直销价：：00..66元元//克克

直销价：1.96元/克

市场价：3.6元 /克

大连海参
直销价：11元/克

市场价：19.6元 /克燕窝

迎 国 庆 三七/虫草/西洋参
专场特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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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江海

顺丰承诺在福州“不上门必赔付”、菜
鸟抢先注册“菜鸟送货上门”商标、通达系
的高端产品“按需送货”……近段时间，

“送货上门”成为快递行业的竞争热点。
不少福州消费者在点赞的同时，也希望快
递配送“最后一公里”问题能真正得到解
决。福州市快递行业工会人士提醒，想要

“送货上门”真正落地见效，还需企业多举
措保障快递从业人员的收益。

企业：纷纷承诺送货上门
“快递员真的每次都上门了，这服务

挺好。”昨日，居住在福屿的郭女士收到顺
丰快递员送上门的快递后，心里挺高兴。

9月5日，顺丰宣布推出“派件不上
门，承诺必赔付”。记者从福州顺丰了解
到，作为首批试点城市，当日起在福州市
范围内，如果顺丰快递员未经收件人同
意，未能按标准上门派送，收件人可以向
顺丰反馈情况。经顺丰客服核实无误后，
收件人可获得5元体验保障红包，红包可
在顺丰APP、小程序、微信公众号下单寄
件时直接抵扣。

不只是顺丰推出快递送货上门的承
诺，今年7月底，菜鸟也对外宣布，除了

“直营配送”“最后100米”等选项，在部分
城市试点新增“送货上门”选项。消费者
购物下单时，可根据商家在下单页提供
的配送选项，选择“上门服务”，不会产生
额外费用。

此外，部分通达系快递企业，也在此
前推出自己的高端服务，突出时效优先、
送货上门、按需送货等特色服务。

消费者：希望服务落到实处
快递企业拼抢送货上门服务，消费者

高兴之余，也有一些看法。
“在我看来，快递本来就是要送上门

的，现在变成招揽顾客的‘招牌’，说明随
着快递业的发展，总体服务水准有所下
降。”消费者郑女士表示，现在很多快递
企业“快而不递”，当面验货的服务承诺
难兑现。

“其实并不是要快递员在任何情况下
都送货上门，而是希望可以有选择权。”消
费者郑先生说，其实，在原来的快递服务
中，物流页面有一个选项供消费者自行选
择是送货上门，还是放驿站、快递柜等，但
最终都形同虚设。他认为，如果这些选项
能真正落实就好了。

快递员：送货上门影响收入
“顺丰可以做到，但是我们比较难。

说到底还是收入的问题。如果给快递员
的提成可以和顺丰持平，我们也可以每单
送货上门。”不同快递企业的多名快递员
告诉记者，现在行业的派费下降，快递员
只能靠增加派件量实现增收。

一名快递员举例说，若不送货上门，
每天可以派件400单；如果全部送货上
门，一天最多只能派送百来单，快递员的
收入会大大降低。尽管将快递寄放驿
站、快递柜等需要快递员支付费用，但是
不少快递员为了增加派件量，还是愿意
自己掏钱。

对此，福州市快递行业工会人士表
示，问题的根源其实还是在企业自身。
只有增加快递从业人员的收入及其他社
会保障，调动快递员积极性和主动性，才
能从根本上改善“最后一公里”配送不规
范问题。

律师：收件人有权当面验收
其实，即使快递企业没有承诺“上门”，

收件人也有权要求送货上门并当面验收。
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一名林姓律师

表示，2019年3月2日实施的《快递暂行条
例》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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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告知收件人或
者代收人当面验收。收件人或者代收人
有权当面验收。”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于未经收件人
或指定代收人同意即擅自将快递放在快
递柜或者驿站的情形，消费者可以要求派
件员送货上门，若被拒绝的，可以拒绝确
认收货或者拨打快递服务企业的客服电
话进行投诉。

送货上门大比拼“快而不递”有解了？
消费者呼吁快递服务落到实处

■记者 江海

福州晚报讯 记者昨日
从福州市国有房产中心获
悉，福州市四城区2022年公
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有关
事项公告正式发布。

在本次配租对象中，优
先配租轮候家庭97户，兜底
保障轮候家庭16户，低收入

轮候家庭 694户，A型轮候
及延后家庭 516户。截至
2022年9月16日，可供此次
配租的房源共计1356套，其
中一人型565套，二人型286
套，三人型505套。

9月27日至9月29日，
配租人员将分 13个场次，
于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东路
152号抽签配租。此次配租

起租时间为 2022年 12月 1
日，合同期5年。拟定10月
25日起开始办理合同签订、
绑卡扣款和交房入住手
续。租金标准统一为市场
评估租金的 50%。经民政
部门认定的低保及兜底保
障的住房救助对象免收租
金。

■记者 顾伟

福州晚报讯 第九届武
汉国际戏剧演出季活动今
日开幕，由福建人民艺术剧
院创排的话剧《过海》作为
活动的开幕剧亮相，并在国
内多个网络平台线上直播。

话剧《过海》讲述的故
事始于1950年的福建沿海，
它以船老大吴天桂与他的
救命恩人——来自台湾的
林阿伟之间几十年的“错位
人生”为主线，叙述了在那

段特殊时期，两岸普通百姓
的悲欢离合与爱恨情仇，通
过塑造一批既有生活气息
又个性鲜明的小人物，反映
了在大时代背景下，闽台同
胞独特的生活环境和文化
传统。

话剧《过海》被列入国
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舞台
艺术创作资助项目。在福
建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下，
福建人民艺术剧院对《过
海》进行了修改与提升，并
于上周在福州进行了3场线

下演出和1场线上直播，受
众达82万人次。

第九届武汉国际戏剧
演出季由中国话剧协会等
单位主办。23日、24日的
19:30，作为武汉国际戏剧演
出季活动的开幕剧，话剧
《过海》将在“福建人民艺术
剧院”微信公众号、“武汉中
南剧场”微信公众号、长江
云、新华社现场云、新浪新
闻、网易新闻、百度客户端、
爱奇艺等多个平台进行线
上直播。

■记者 叶智勤

2021年8月，甲向乙租赁房屋，约定
租期一年，双方未就装饰装修进行特殊约
定。承租房屋后，甲表示想在墙上加装一
个书架，乙表示同意，甲遂将书架嵌入式
安装在墙上。此后，甲认为墙体颜色和书
架不搭，未经乙同意便将书架周边墙体粉
刷为粉红色。租期届满前，甲表示不再续
租，要求乙补偿其加装书架的费用；乙拒
绝补偿并要求甲将粉色墙体恢复原状。
双方无法就此事达成一致。房屋交接当
天，乙发现甲将书架拆除，损坏了墙面。
甲乙双方的纠纷该如何解决？
□解析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马梦婷律师：
根据民法典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承租
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对租赁物进行装饰
装修。租赁合同因租赁期间届满而终止
的，装饰装修物无论残值几何，承租人均
无权请求出租人补偿。承租人装修未经
出租人同意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恢
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

本案中，租赁合同没有对装饰装修进
行特殊约定，甲乙也无法协商一致，在此
情形下，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甲安装书
架经过了乙同意，但其无权要求乙补偿，
而粉刷墙面未经乙的同意，且甲拆除书架
导致墙体损坏，乙有权要求甲恢复原状或
者赔偿损失。
□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一
十五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对租
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承租人未
经出租人同意，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
增设他物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恢
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三
十三条：租赁期
限届满，承租人
应当返还租赁
物。返还的租赁
物应当符合按照
约定或者根据租
赁物的性质使用
后的状态。

武汉国际戏剧演出季今日开幕

福建人艺话剧《过海》作为开幕剧

租期届满 租客能获装修补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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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主办：市委依法治市办
市司法局 福州晚报

四城区公租房实物配租公告发布

配租人员27日起抽签配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