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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用脚敲出的商业策划书
他想让更多人享受科技便利

今年36岁的邓力平的“无臂”生
活其实已经有差不多30年。7岁小学
二年级时，意外摸到了高压电导致他
截肢失去了双臂。没有了双臂，但邓
力平的思想却一直都像有一双翅膀，
生活也尽量自立自主。他曾经是成都
小有名气的机票代理商，在与不同的
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学会了怎么
为人处世，在外人眼里，他开朗健谈，
低调实干，是“打不倒的英雄”。

时间回到4个月前，一直都在做
食品代理行业的十多年的好兄弟吕
良军突然找到邓力平，希望跟他一起
推广支付，“好东西不应该只在大商

场、大饭店，应该到菜市场、小面馆，
应该让老百姓都用上。”

两人一拍即合，注册公司、通过
服务商资质，公司的一切有条不紊的
进行。“我希望跟他一起共事，也让他
的拼搏精神激励一下公司的年轻
人。”吕良军说。

尽管此前只是一个移动支付领
域的门外汉，但快速的学习能力让邓
力平对“提现、扫码、花呗”这样的专
业术语信手拈来，甚至就记者提出的

“个人账户提现额度到多少就要加收
手续费”这样的问题也能对答如流。

7月底，邓力平甚至用脚敲出了一
份700多字的商业策划书，详细记录
了他认为该如何在成都地区推广移动
支付，寄到支付宝。据邓力平介绍，支
付宝方面很快回复了他，表示非常惊

讶也很感动，没想到一个人身体不便，
却对移动支付的理解这么丰富，对移
动支付带来的便利这么认可。

“好东西应该让老百姓都用上”
他让玉林菜市场都装上了二维码

在邓力平看来，移动支付最能给
老百姓带来便利的，就是菜市场了。8
月 16 日，成都商报记者来到玉林菜
市场发现，不管是果蔬区域还是肉鱼
类加工区域，不管是一楼还是二楼，
随处可见的二维码摆在商户的面前，
而这个菜市场每家商户也都基本见
过邓力平那个有些特殊的背影。

“他经常给我们介绍、推广手机
支付，开始我们也是有疑惑，担心只
是挂一个二维码，最后钱落不到自己
身上，但他耐心的解释让我们打消了

这样的疑虑。”已经在这个菜市场做
了二十年生意的吕阿姨回忆，就在一
年前，顾客买卖都主要还是现金，但
从今年起她发现，很多顾客一上来就
问能不能用手机付钱。这一年多来，
带零钱包的少了，带手机的多了。现
在，在邓力平和他小伙伴的努力下，
很多摊主甚至上了年纪的摊主都会
使用手机收钱了，每天也不用费时费
力地点零钱了。

为什么选择在菜市场推广移动
支付？邓力平也有自己的一番思量，
地处黄金位置的菜市场人流量很大、
交易量活跃而且非常集中，从这里着
手可以打造一个标杆，复制到其他菜
市场。什么时候推广最好？“早晨是
商户最繁忙的时候不便打扰。”于是，
邓力平一般会等到中午以后再上前
去攀谈，移动支付有便民的功能，但
对于一些不太上网的人，确实得给予
一些指导，邓力平说，他们就是这些

“民间小老师”了。
据他回忆，自己推广的第一家商

户就是从玉林菜市场东门旁边的一
个杂货铺入手，由于对移动支付不了
解，老板开始半信半疑，也担心转账
的安全问题。邓力平就不慌不忙先买
了几瓶矿泉水，再娓娓道来移动支付
的好处和技术优势，一来二去被这个
年轻人的精神打动，老板最终决定试
一试，现在则成了忠实用户。仅仅三
周的时间，这个菜市场200多家商户
贴上了二维码，近七成用上了手机支
付，这也让邓力平小有成就感。“现在
做移动支付，我看着那些二维码，会
觉得很自豪，我不只是受益者，还是
建设者”。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摄影记者 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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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阿里巴巴集团公布
2018 财年第一季度（2017 年 4 月 1
日-6 月 30 日）业绩，在收入、年度
活跃消费者、移动月活用户多方面
实现超预期强力增长，显示新零售
战略的持续推进对于集团各项业务
的强大带动作用。其中，核心电商收
入加速巩固领先优势，天猫在B2C
市场份额持续提升，平台付费商家
数量及平均支出均创历史新高；跨
境及国际消费业务继续强劲增长，
为长期增长奠定基础；云计算付费
用户超过100万，达成重要里程碑。

阿里巴巴该季度收入达人民币
501.84亿元（74.03亿美元），同比增

长 56%，其中核心电商业务收入为
人民币430.27亿元（63.47亿美元），
同比增长 58%。中国零售平台上年
度活跃消费者达到4.66亿，约为中
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移动月度活
跃用户更高达 5.29 亿，较 2017 年 3
月增长2200万。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张勇
表示：阿里巴巴在2018财年迎来了
一个强劲的开端，体现出我们各项
业务的强大及多样化，以及为平台
上的消费者所带来的价值。集团的
技术正在推动各业务的强劲增长，
同时也加强了核心电商以外业务的
市场地位。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豪车迎亲队你见过，摩托车、自
行车迎亲队你可能也见过，但是快
递车迎亲车队你见过吗？

8 月 16 日清晨，在南京雨花经
济开发区，50多辆由快递车组成的
快递迎亲车队非常抢眼。新郎着红
色礼服，带着大红花骑着快递车在
前面，50 多辆快递车挂着大红花，
贴着大红喜字跟在后面。迎亲车队
长达200多米，引得路人纷纷驻足，
沿途录像拍照。

这个轰轰烈烈的迎亲车队，来
自苏宁雨花物流基地。新郎叫许小
鹏，河北石家庄人，今年28岁。从部
队退伍后，小许和女朋友一起到南
京打工，2014 年进入苏宁物流，负
责河西燕山路快递网点送货业务。
由于平日工作比较忙，小许的婚期
迟迟没有定下来。

在双方父母一再催促下，两位
年轻人准备今年 9 月份完婚，然而
最近又赶上苏宁易购818发烧购物
节，小许一直没提回老家结婚的事。
快递网点的兄弟们得知此事后，决
定为这对新人在南京举办一个特殊
的婚礼。

据苏宁快递网点主管杨宁介
绍，新郎小许工作非常拼，还是个热
心肠，网点的快递兄弟们都很喜欢
他。这样的快递车婚礼仪式对小许
女朋友和家人都有一个交代，也不
影响工作。等到8月底大促结束，他

们再回老家完婚。
想法一致通过后，网点的10多

个快递兄弟们立马行动，张罗着迎
亲车队形式，到附近网点借车，安排
员工宿舍内的婚房布置等。短短 3
天之内，便有了这次特殊的迎亲仪
式。

对于如此独特的迎亲仪式，新
郎和老婆都非常感动。“本来是计划
忙完 818，9 月初回家结婚的。因为
平时工作忙，感觉愧对老婆，但是老
婆很支持我的工作，这个特殊的仪
式一定能给她惊喜。”小许表示，这
么壮观的迎亲车队，就算回到老家
也没这么风光。“当抱着老婆坐上快
递三轮车的那一刻，自己感动得要
哭了。非常感谢兄弟们。”小许还透
露，公司还特意送给他们夫妻 2 人
海南蜜月度假旅游作为工作优秀的
奖励。

据悉，接亲仪式结束的当天下
午，小许将穿上苏宁物流金黄的标
志性快递服装，再次投入到 818 的
大忙中。

有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快递
服务业务量累计完成312.8亿件，同
比增长51.4%，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
展离不开快递服务大军。可以说，快
递配送是个非常艰辛的行业，非常
容易被社会忽视的行业，可是又是
人们当今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业。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8月18日至20日，国美强势出击
家电市场，彩电节与海尔8.18嗨购节
重磅来袭。国美携手创维、海信、长虹、
康佳、TCL五大彩电品牌倾力推出彩
电购物盛宴，国美更是与海尔强强联
合，嗨购节中定金十倍翻、买赠送好
礼、焕新得补贴、精品家电买三送一四
重惊喜点燃消费者的购物热情。

五大彩电品牌联合出击
全年最低价

如今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产品
已渗透到千家万户，但彩电依旧是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家电产品。国美从即
日起至8月20日，正式拉开了彩电节
的序幕，再次掀起彩电抢购的热潮。

在此前召开的动员会上，成都国
美彩电科部长表示，此次创维、海信、
长虹、康佳、TCL五大国产品牌均参
与到活动中来。国美准备了丰富多样
的活动、超值的推广机型。活动期间，

单件满3000元送200抵用券，单件满
6000 元送 400 抵用券，累计满 11888
元送32吋液晶彩电，累计满21888元
送 45 吋液晶彩电。购买五大品牌彩
电可抢现金红包，凭当日购机发票即
可参与，最高可得 500 元现金红包。
国美全川 68 家商城均可参与活动，
只等消费者前来抢购。

创维集团（中国区域）营销总部
总经理表示，现在是非常时期，逆境

带来的不只是挑战，还有机遇，愿成
都国美和创维携手并进。贵阳海信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总经理
也表示，彩电节活动中海信具有价格
优势，相信销量会再创新高。

海尔四重惊喜
满足消费者购物需求

从今天起，国美携手海尔正式启
动 818 嗨购节。成都国美总经理表

示，国美与海尔一直保持着极其良好
的战略合作关系，先后开展过多次成
功的联合营销活动。此次活动，双方
已就采购、供货、资源等多方面问题
展开了更深入的探讨，消费者喜爱海
尔，成都国美也一样亲睐海尔，双方
在战略发展上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海尔承诺为本次活动带来最优惠的
特价资源以及更加专业的家电服务。

此次8月18日至20日开展的嗨
购节活动中，定金十倍翻、买赠送好
礼、焕新得补贴、精品家电买三送一，
相信这四重惊喜定能点燃消费者的
购物热情。作为行业的风向标，海尔
在家电领域都保有国内先进的技术
水平、完善的产品线，并向消费者提
供了最优质的服务。本次活动旨在将
优质家电产品推荐给广大消费者，让
用户体会到最新型号、最高科技、最
智能化的家电产品，为消费者带去更
多便捷与实惠。成都商报记者 庞健

成都“断臂哥”用脚敲出商业策划书
让菜场200多小摊主用上移动支付

近日，一位36岁成都“断臂哥”
的故事在玉林菜市场开始流传。7、
8月的成都独有的桑拿天气候异常
炎热，但在玉林菜市场里总能看到
这样一个坚毅的身影：身着蓝色体
恤、略显消瘦、两袖空空，穿梭在这
个成都市城南最热闹菜市场里。就
在几周前，从小失去双臂的他，用脚
敲出了一份700多字的商业策划
书，想让更多成都老百姓用上移动
支付，跟他一样享受科技的便利。

36岁的邓力平最近新晋成为
支付宝在成都一家城市服务商的合
伙人。他主要的工作是跟团队一起
推广移动支付。在邓力平看来，尽管
没有双臂，但其实现代科技的便利
已经足可以让他自食其力。

国美818嗨购节今日正式启动

准新郎快递哥忙818
同事为他张罗50辆快递车迎亲

阿里巴巴Q1强劲业绩
加速核心电商领先优势

邓力平现在是移动支付的“推广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