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P接的活儿多属另类

在安卓市场、 苹果应用商店， 最近一款名为

“人人快递”的软件很吸引人。只需通过这款人气

APP绑定自己的信用卡， 你就可以申请成为快递

员。这个APP只是同城一个快递平台，没有专职的

快递员，没有堆包裹的仓库。通过手机软件，人们

在上面达成送货预约， 人人都有机会成为兼职快

递员，上下班的同时顺路帮人把快递送了，且能赚

到一笔小小的佣金。 记者日前体验了一把兼职快

递员提供的服务。

在安卓市场，下载该APP，开启画面显示“同

城1小时内到达”，从目前传统快递业的发展来看，

能实现一小时送达的公司几乎没有。 记者发现，

“人人快递”业务主要分两块：发快递和送快递。其

中，发快递分为“预约件，定时取”和“立即寄，闪

电达”两种，收件种类多以生活中常见的鲜花、蛋

糕、钥匙等小物件为主。这个APP还有代购的功能，

帮人挂号、买快餐、咖啡、汽车票、电影票等，愿意支

付的费用可自选，从10元到35元不等。类似的业务，

现有快递公司由于业务量大，也顾及不过来。

一分钟不到

单就被“自由快递员”抢走

是否真的能同城1小时送达？费用如何？带着

这些疑问， 记者拿了一本杂志和一部旧手机作为

快递品，打算从红星路二段发往天府软件园B区，

在手机上填写了货物名称、 重量和声明价值后下

单。快递费共15元，是系统自动根据快件的运送路

程、体积和质量计算出来的。一分钟不到，记者听

到“叮”的一声，原来这一单已经被“自由快递

员”抢走了。紧接着记者接到了这名快递员的电

话，约好上门时间对方如约而至。快递员是一个圆

脸的小伙子，姓周，20多岁，说话语速很快。小周说

自己是一家机油产品的推销员， 成天东奔西跑的

时间比较自由。两个多月前听说了这个业务，便注

册成为自由快递人，只要发货人的活儿顺路就接。

接过记者递过去的物品， 小周用手机仔细拍照上

传，然后开始执行送货。几乎同时，记者的APP显

示“正在派发途中”。

在闲聊中，小周透露，为保证寄件人的利益不

受损害， 自由快递人需要绑定银行信用卡。 接单

后，系统会将信用卡内快件的等价金额冻结，待自

由快递人输入接收码后解冻。 如果信用卡可用额

度小于快件的保价金额，快递人便不能接单。

约50分钟后，上述货物就送达目的地。不过小

周表示， 有时也不能精确做到1小时内送达货物，

毕竟双方只是私人口头协议， 对此一般发货人也

没怎么计较。

三个月接活260件

总收入尚不到五千

“想要通过APP兼职当自由快递人捞金，太认

真的话估计会失望了。 我三个月接了260单活，目

前总收入还不到五千元。”30岁的伍佳，自由职业

者，去年12月25日正式注册成为自由快递人。他乐

呵呵地说， 成为自由快递人最大的乐趣在于完成

一桩桩任务。

伍佳说，通过业余时间充当自由快递人，他结

识了不少朋友，积累了很多有趣经历。比如，今年2

月14日当天，他就接了17件帮别人送花的活。当晚

7点他正在光华村吃饭，突然从“人人快递”的手

机客户端上发现一个任务， 从城北五块石鲜花市

场送一束鲜花到城南鹭岛国际。由于路途遥远，而

且发货人要求当晚9点前送达， 一直没人接单。伍

佳当即接下任务，搭公交抵达五块石，在夜色中步

行约十分钟穿过一片建筑工地抵达鲜花市场，再

捧着鲜花抵达目的地，如约完成任务。虽然报酬只

有30元，但特别有成就感。还有一次，一位家住红

牌楼的女士要将自己织的毛衣送到双流乡下的父

亲那里，伍佳主动抢单，结果当地正在修路，公交

车无法前行， 他沿着山路走了几个钟头才把毛衣

送抵老人手中，虽然辛苦却认为很有意义。

货物安全问题争议较大

顺路送快递，人人都能当快递员，这对传统快

递有什么影响？业内人士分析，通过APP同城快递

的主要是文件、食物、鲜花等，大多都有专门的外送

人员，适用范围很小。来自网络上的质疑也不少，有

人认为，通过平台上门收货，少了“繁琐”的登记过

程， 等于少了一道安全关卡。“要是快件在路途中

被拿走，找谁去？”用户信息安全、投递过程中的意

外等安全问题不能忽视。另一方面，邮寄的货品是

否合法？怎么监管？还有人担心出现极端案例，比如

顺路帮人寄快递，万一快递的货品是违法的，被警

方查获，这些业余快递员将有极大法律风险。

据“人人快递”研发团队相关人士称，该平台

上交易的货品价值限定在万元以下， 出现人为损

坏、遗失等特殊情况，“人人快递”将根据实际情

况赔付。同时，人人快递官网2月18日起即已挂出

公告，宣布暂缓受理第三方企业加盟。业内人士判

断，“人人快递” 已下定决心准备走直营模式，避

免快递公司当年选择通过加盟方式快速扩张而带

来的管理混乱。寄件人邮寄违禁危险物品、收/寄

件人的个人信息安全保障机制等，都需要“人人

快递”做出更多的规范。

成都商报记者 庞健 制图 帅灵茜

成都商报记者 王智

三个月电池阵亡

UP售后怎么解决

戴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他和几位同事去

年初通过海外代购了Jawbone� UP第一代智能手

环， 单价约1400元。“当时这款科技产品卖得很

火，可以跟踪你的运动量，监控你的睡眠，还有智

能闹钟，通过振动唤醒你而不影响身边人。只需连

接电脑或者iPhone，就能将记录的内容同步，通过

图表很方便自我管理。”

市面上比较有名的同类产品还有Nike+Fuel-

Band、Fitbit� Flex， 以及国内的咕咚手环。Jawbone�

UP的销量和Nike+相当， 于是戴先生和朋友们购

进了这款手环。但用了不到三个月，智能手环的充

电就成了大问题。“这款产品电池的容量衰减得

很厉害，从最初4～5天充一次到后来每天一充，大

概在三个月的时候彻底充不进电了。” 戴先生联

系代购的淘宝店铺，对方认为时间过去太久，购买

地又在美国，他们没办法保修。另两位购买这款手

环的同事，也先后遇到“电池阵亡”的问题。

智能手表每日一充

实用性受质疑

王先生是成都第一批智能手表用户， 几年前

摩托罗拉刚推出智能腕表MOTOACTV时， 他就

请人从国外代购了一款。当时，这款智能手表的概

念足够令人兴奋：它可以是个计步器，通过GPS记

录你的运动轨迹，还能充当随身音乐播放器。

但使用几次后，兴奋就被烦恼取代。首先这款

腕表续航时间太短，一天一充，甚至一天都坚持不

了。“早上充好电去上班，下班准备跑步时就没电

了， 让人很沮丧， 总不能一直充电就等着跑步

吧？”于是他决定白天使用，晚上充电，但早晨睡

醒看个时间就很不方便，因为手表还在充电。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三星、索尼等推出的

智能手表， 续航能力有所加强， 但电池技术没有突

破，使用时长仍然是这类产品的硬伤。HTC全球销售

总裁张嘉临近日来成都时， 成都商报记者将此话题

抛给他，张嘉临回应说，智能穿戴产品受电池问题困

扰业内皆知，HTC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智能穿戴产

品，电池续航能力相比其他产品有很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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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智能穿戴

玩半年就被抛弃？

电池续航、误判行为、实用性不高……本地第一批使用者吐槽多

索尼移动近日在北京宣布三款

新品作为其春季新品发布上市，其中

包括新一代旗舰4K摄像智能手机

Xperia� Z2的4G移动版和4G联通版，

以及具有高性价比的Xperia� M2三

款新品；同时宣布旗下在中国市场发

售的第六款4G终端Xperia� T2� Ultra�

4G移动版即将上市。

Xperia� Z2作为2014年索尼首款

旗舰产品， 其独特的卖点在于4K摄

像， 索尼在其8.2毫米轻薄机身中蕴

含了业内最高水准的4K摄像技术，

约2070万像素摄像头搭配1/2.3英寸

影像传感器，加上屡获殊荣的索尼G

镜头与BIONZ影像处理器， 使其拍

摄的视频分辨率高达3840×2160，四

倍于目前的全高清1080P画质清晰

度， 帮助用户在4K分辨率下轻松

“捕捉惊人的细节记忆”。 据记者了

解，在此之前，市面上支持4K摄录的

手机还没有，就算在摄像机领域能支

持4K摄录的产品也高达上万元，属

于专业级摄像机。除此之外，Z2还配

备有IP55/IP58高性能精密防尘、防

水功效，方便用户在各种环境下畅快

地使用该产品。

成都商报记者 王化 庞健

近日，成都联通在科华北路营业

厅举行了开网17周年纪念感恩回馈

答谢会。 此次感恩回馈系列活动于2

月底正式启动，前期通过“全城寻找

老用户、晒单比网龄、图文征集”等，

成都联通共找到开网17年一直使用

联通号码的千余名用户，并邀请其中

百余位用户参加了现场活动。

此次成都联通感恩回馈活动，

将为17年一直在网使用联通号码的

老用户赠送一年话费， 并率先为他

们开通4G体验网络。 这批17年老用

户介绍新用户入网， 还可享受60～

600元的优惠。参加活动的老用户纷

纷表示：“感谢成都联通开展了这么

好的活动， 让我们这些老用户感受

到， 公司始终把对用户的关怀挂在

心上。 同时也希望成都联通今后开

展更多这样的感恩用户、 回馈用户

活动”。

（郭晶晶）

见证成长路感恩大回馈

成都联通举办开网17周年用户答谢会

长虹空调“空袭”今天启动 相因一年抢一盘

4月11～13日， 长虹空调携手长

虹电视、美菱冰箱，重磅推出年度大

型促销品牌活动“空袭4”，就此拉开

了2014年旺季促销的序幕。纤润空调

首发上市，线上线下同价热销，优惠

超千抢“纤”体验。

关注长虹空调的朋友都知道，

“空袭” 是长虹空调依托集团优势，

一年只举办一次的饕餮盛宴。从2011

年四川开始，长虹“空袭”活动一炮

打红，销售数量和销售金额不断刷新

纪录。本次“空袭4”活动，不仅涵盖

长虹空调畅销的极速制冷雪莲花

IC、祛除PM2.5的净芯（包括高贵神

秘的紫晶之恋、 雍容华贵的丝路花

雨、淡雅清新的荷塘月色）、独具匠

心的菱动等全系列产品，更有长虹空

调2014年研发的“纤” 系列高端新

品，秀外慧中的纤秀挂机/柜机、内外

双修超级静音的纤铂挂机、高贵华美

的纤润挂机，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

需求。还在等什么？快来参加“空袭

4”，挑选你中意的长虹空调吧。

链接：

即日起至5月6日，国美将

联合长虹、美菱打响头枪，在全川范

围内开展大规模内购会，双方共投入

特价资源逾1000万， 专供赠品超100

万。

成都商报记者 庞健 谢颖

酷派集团董事长郭德英近日在

主题为“IT新价值和产业互联网”的

IT领袖峰会上表示， 酷派不仅要在

4G市场领先， 而且已经提前布局5G

终端的技术研发。

4G从去年12月发放牌照开始，

无论是4G产品的数量还是上市速

度，酷派都走在行业的前端。据赛诺2

月份数据显示， 酷派在4G市场份额

比较高，国产品牌4G第一，整个4G格

局仅次于三星和苹果，成为国产领导

品牌。据透露，酷派今年对产品线进

行系列化分类：大观系列、大神系列、

S系列、K系列，全线布局高、中、低4G

产品， 预计全年将推出30多款4G手

机。

此外，郭德英透露，酷派目前正

在布局第二代穿戴式设备，推动穿戴

式设备的规模化应用和生产，打造系

列让用户动心的穿戴式设备。实际上

酷派已经发布了几款实验性穿戴式

设备，像智能手表Coolwatch、健康配

件Coolhub、潘多拉魔盒等，酷派盒子

也即将上市。

酷派准备研发5G终端

如果说双十一是互联网企业淘

宝独创的“节日”，那么4月8日“米

粉节” 则成为第二个互联网企业独

创的节日。4月8日小米科技创办4周

年的生日没有往年的线下发布会，以

米粉节的形式为互联网企业提供了

一场生动的互联网营销案例。

4月8日小米米粉节自上午10点

正式开始， 持续至晚10点，12个小时

的活动完全在小米网线上展开，涵盖

从手机电视到配件再到电子书MIUI

主题等全生态链产品。 在本次活动

中，小米公司提供了价值5000万元商

品折扣券、1000万元米币和6000万元

折扣，共让利1.2亿元。

此次米粉节亮点颇多，开场后仅

10分钟，小米网访问流量达到1500万

人次； 第15分钟，50万台手机全部订

走；第20分钟，支付金额过亿元。到下

午4点半， 米粉节总支付金额顺利突

破10亿元。 晚上10点活动结束时，总

支付金额超过15亿元。12小时共销售

130万台手机， 每眨眼一次就有20台

手机售出； 订单总数226万单； 共有

1500万人次参与疯狂抢购；配件销售

过亿元，移动电源销售74万个，相当

于普通厂商一年的产量。

成都商报记者 谢颖 王化

互联网造节运动 米粉节狂销15亿

首款4K摄像智能手机上市

TCL定位“4G玩家”

年内将推20款TD-LTE产品

近日，TCL通讯产品策略推介会

在北京举行，TCL通讯定位自己为

“4G玩家”， 并推出了包含手机、平

板电脑、无线家庭网关、无线路由器

等在内的5款创新4G产品，包括全球

最薄的4G手机S838M、 普及型高性

价比手机J738M、大屏轻薄智能手机

TCL� J938M、4G无线路由器Y852等，

充分展示了TCL通讯在4G智能终端

方面的技术积累和研发设计能力。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由TCL通讯

与中国移动终端公司联合推出的

TCL� S838M，堪称“玩转4G”的神

器。该产品采用“数据通路双天线+

语音天线”的高效四天线技术，能够

同时进行语音通话与高速上网，足以

满足4G时代高速网络、 有效协同的

用户需求； 厚度仅7.45毫米， 采用

NCVM金属不导电真空镀膜技术及

隽永拉丝工艺，堪称当前最薄最时尚

的“4G手机”。TCL通讯COO王激扬

表示，2014年，TCL通讯将聚焦4G产

品，针对中国移动年内计划推出20余

款 涵 盖 中 高 低 不 同 价 位 段 的

TD-LTE� 4G终端产品，占到全年产

品的60%。其中涵盖了599～799元价

位的普及型4G手机， 以及中高端精

品4G手机。

“预计今年下半年，HTC研发的

智能穿戴产品有望上市。” 日前，

HTC全球销售总裁张嘉临在成都接

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时透露了上述

消息。

4月9日，“HTC零售客户信息沟

通大会暨新品订货会”在成都举行，

HTC最新发布的旗舰产品HTC�

One(M8)、中端旗舰HTC� Desire� 816

以 及 千 元 级 产 品 HTC� Desire�

316/516亮相。 张嘉临接受成都商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 今年HTC计划在

国内推出10余款4G智能手机。同时，

针对用户关注的智能穿戴设备，他表

示预计今年下半年，HTC研发的智

能穿戴产品有望上市，但他没有透露

产品细节。据消息人士称，HTC极可

能于最近推出至少三款智能穿设备。

第一款智能手表将采用高通的Mi-

rasol低能耗显示技术，其技术特点是

在直射阳光下保证清晰易读的显示

效果。第二款电子手镯，很可能是与

谷歌合作的产物， 该设备内置了

Google� Now的服务套装， 并使用

AMOLED屏幕。 第三款设备是一款

可以监测人体生理信息和活动的智

能手环。

HTC智能穿戴设备年内面市

上下班 顺路当个快递员？

成都商报记者体验新业务，货物安全争议大

“把熬好的鸡汤，从水碾河点将台街送到郫县团结镇”；“1小时内，从五块石花市

捎10束鲜花到武侯大道”……这样稀奇古怪的快递活儿，估计没哪家快递公司会接。不

过，市面上出现了一款名为“人人快递”的APP送件人，可以根据性别、年龄、相貌、职

业等来挑选送货人、发货人、任务，通过上下班途中的间隙帮别人解决麻烦。

“智能穿戴”设备是近两年科技公司最

热衷的产品之一， 除了谷歌研发智能眼镜之

外，三星、苹果和国内大批互联网企业也投身

其中，智能腕表、智能手环、智能戒指、智能项

链等相继推向市场。 但本地第一批尝鲜者向

成都商报反映，智能手环等产品质量有瑕疵，

实用性不高，用不了几次就被束之高阁。

智能穿戴设备目前在市场上叫好不叫

座，解决消费者遇到的问题，可能是这类产

品想要进一步普及的关键。

“智能穿戴注定不会像智能手机那么火，因

为使用过你就知道，它只是一个玩具。”俞先生

是个数码玩家，经他手的智能穿戴设备很多，智

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戒指……俞先生认为这

些设备实用性都不够，比如智能戒指，只能显示

时间，提醒来电，刚使用时有股新鲜劲儿，用几

天就发现用处不大。

郭小姐也是尝鲜者， 她购买的智能手环现

在躺在抽屉里。 之所以不继续使用， 郭小姐解

释：“就是玩玩，其实你只要较真你就输了。比如

运动记录，它只在你跑步或者打球时比较精确，

其余时候完全取决于你佩戴那只手的动作，有

时候手上动作稍微大一点，它就认为你在跑步。

再比如记录睡眠状态， 有时发现它的记录完全

不可靠，明明睡得很浅中途醒来两次，图标却显

示深度睡眠状态很好。”

涂女士则抱怨她为老人购买的智能手表，

的确能监控使用者心率、 运动量等情况，“但这

种产品还是不实用，比如能不能实时传输，不能

只在监控到异常情况时给我们发送警告信息。

还比如数据图标，老年人看不懂，能不能实时传

输给医生， 后续给老年人提供很多医疗保健服

务？而现在我们给老年人买的智能手表，只能当

一般的手表使用。”

美国市场调查公司EP的一项调查显示，

2013年有1/3购买了智能穿戴设备的美国消费

者，在6个月后放弃继续使用。市场调查公司CCS�

Insight的一项调查也表明，美国和英国已拥有智

能穿戴设备的用户中，40％的用户已停止使用

这些产品。不同调查数据说明的是一个情况，智

能穿戴设备要想出现智能手机那样的普及热

潮，需要解决电池续航和实用性等硬伤，并形成

用户期待的那种终端到服务的立体商业模式。

更像一个玩具？用户期待深度服务

伍先生正在手机上查看快递单 摄影记者 王天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