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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物流数智化提速

双11迎来倒
计时，海量的货
物交易是对电商
物流系统最大的
考验，如何才能
确保货物准时送
达用户手中呢？
连日来，电商巨
头们接受红星新
闻记者采访时表
示，2019年的双
11物流保障最大
的特色就是大数
据+智能自动化
技术的广泛应
用。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互联网
发展大势下，数字世界与实体经济、智
能技术与传统行业、消费连接与产业
链接的边界被打破，供应链数字化成
为产业互联网发展的最佳入口。京东
物流将以供应链产业平台为依托，以
全供应链服务和供应链技术平台为落
点，乘产业互联之风，驱动产业的质效
升级，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的高效协同、
高速增长和价值共创。”在10月29日召
开的2019全球智能物流峰会上，京东
物流集团CEO王振辉表示。

本次峰会上，京东物流正式提出
“供应链产业平台（OPDS）”，基于不
同属性的产业提供一体化供应链服
务，积极推动供应链对产业的数字化
改造与技术赋能。同时，王振辉宣布，
国内首个5G智能物流示范园区基本
落成，基于5G技术建设的京东物流智
能物流平台LoMir在会上首次公开亮
相。基于对物流、技术和产业互联网发
展的判断和共识，在峰会上，京东物流
与中国联通、中国电信、LLamasoft、欧
洲托盘协会等政府部门、通信企业、物
流企业、行业协会等联合启动了“供应
链产业平台（OPDS）”。

王振辉介绍，围绕全供应链服务，
京东物流将以“双24小时”和“双48小
时”实现产销全链打通和国内国际双
通。在产地上行的“最先一公里”，打造
以产地为核心、辐射全国的高效网络，
实现“产地到全国24小时达”。在销地下
沉的“最后一公里”，推进“千县万镇24
小时达”，让24小时甚至半日达成为更
多地区的物流标配。在国际业务上，京
东物流可通达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
区，满足国内商家出海、跨境进口以及
海外当地的物流服务需求，基于全球智
能供应链基础网络（GSSC），将搭建“双
48小时”通路网络，使得海外商品进入
中国和中国品牌走向世界更加便捷。

目前在京东物流已经建成的5G智
能园区，通过5G+高清摄像头，不仅可
以实现人员的定位管理，还可以实时
感知仓内生产区拥挤程度，及时进行
资源优化调度，极大提高生产效率；5G
与IIoT（工业物联网）的结合，帮助对园
区内的人员、资源、设备进行管理与协
同；5G还帮助园区智能识别车辆，并智
能导引货车前往系统推荐的月台进行
作业，让园区内的车辆更加高效有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庞健

今年的“双11”，快递行业有望迎
来新的记录。自动化技术已全行业普
及，智能、绿色、国际成为关键词，今年
也是百世生态圈高度协同的一次，快
递、快运、供应链、国际、优货、百世云
等板块深度参与。

为了保障旺季高峰期整体服务质
量，百世快递转运中心、网点将保持24
小时不间断运转，实时监控网点、转运
中心件量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和推进
处理，确保全网快件的交件和发车，完
成双十一快件收、转、运、派的提速增
效。针对“双11”期间保障长三角经济
带26城对发的服务时效，百世快递更
是提出了48小时送达的目标。

百世集团旗今年以来在全国范围
内布局的物流基础设施将保持高效运
转，强化基础网络建设，提升全网运
力。“双11”前百世快递全网完成近69
个场地搬迁和改造，新建转运中心15
个，增加36万平米场地面积应对高峰；
新增高速自动分拣线31套，新增五面
扫DWS设备518套，新增高速摆臂

7500个，新增伸缩机等装卸设备1200
台，分拣流水线10万米。

截至2019年6月底，百世快递在全
国拥有36000个末端网点，随着乡镇覆
盖率的不断深入，在末端也已迈出自
动化、智能化脚步，提升末端服务效率
和质量。在信息化系统的加持下，每一
个包裹有了自己的“身份证”，识别、追
踪、优化，不仅节约人力，也让快件更
高效、更安全，在解决快递最后一公里
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目前，百世快递已经做好充足的
人员储备，并提前根据件量预测储备
基础一线工作人员。全网签订上百家
劳务公司应对旺季临时劳力的缺口，
与上百所大专院校合作提前储备高峰
人员。另外，百世集团旗下整车网络货
运平台百世优货也为快递做好车辆和
司机资源的旺季保障，平台可调用司
机50万以上。

随着科技创新为物流信息化、自
动化赋能，百世不断为客户提供了更
加专业、高效、有温度的优质服务。

第11个天猫双11来了。伴随全
球消费者的狂欢，中国快递业即将
迎来前所未有的包裹洪峰，创下新
的世界物流纪录。

数智技术已成为双11物流引
擎。数据显示，全行业自动化流水线
已超过5000公里，自动化设备同比
去年普遍增长50%以上，带来快递大
提速；通过海陆空铁，今年双11全球
物流联合作战，出口包机也将超过
100架次，进口包裹时效会比去年同
期再提速一天；方便包装循环使用

“回箱计划”已完成全国31个省份覆
盖，目前更有一半包裹的电子面单
已“瘦身”，正带来一个绿色双11。

10月30日凌晨3时，一架满载快递
包裹的“菜鸟号”货机从杭州萧山机场
起飞，12个小时后抵达莫斯科机场，标
志着杭州到莫斯科首条直达电商货运

航线正式开通。菜鸟近期通过数智化
技术，将一定时段内同一个消费者
的多个平邮订单进行合并，升级为
航空专线特快。据介绍，目前通过菜
鸟平台发往俄罗斯的包裹中，有超过
40%的平邮包裹均被免费升级为航
空专线特快。菜鸟国际总经理赵剑表
示，天猫双11期间，菜鸟将使用100多
架次包机送货，可飞往莫斯科、列日、
里加、吉隆坡等欧洲、东南亚城市。

以往，购买进口商品要找代购、
要等上10天半个月。如今，菜鸟全球
智能物流骨干网，服务了1亿海淘消
费者和75万进出口商家，让全球好
货提前抵达全国各地的保税仓，消
费者一下单，就从最近的仓库发货，
实现“海淘当日达”。

数智化技术，不仅带给消费者
极致物流体验，也让商家备货愈加

简便：手机一键下单，进口保税商品
就可以从港口到保税区，实现保税
区间和保税区内的自由流动、无缝
衔接，并且全程可视化。

今年，菜鸟还推出了“进口中心
仓计划”，让海外商家可以跨境电商
转一般贸易，商品通发线上线下各类
销售渠道，从而帮助商家有效提高库
存周转、减少资金占用、大幅降低跨
境贸易成本，部分率先尝鲜的商家补
货速度从3周提速到3天。菜鸟的全球
供应链网络，就像高铁和移动支付一
样，成为“货通天下”的基础设施，让
消费者买全球、商家卖全球。

天猫双11已成为全球商业奥运
会，数字经济的大协同。与菜鸟一起，在
多年双11练兵后，快递业在数智技术
的新引擎下，全国自动化流水线已超
过5000公里，让包裹坐上“快递高铁”。

备战双十一

天 猫
双11菜鸟全球备货创新高
美妆、保健品、母婴占大宗

百 世
“双11”备战启动
末端服务全面提速

京东物流
5G赋能
供应链数字化

走进四川恒邦远大纸业，首先映
入眼帘的就是“备战京喜11.11，工厂
直供省差价，超级百亿补贴大放送”
的横幅高高悬挂于厂房之上，与之相
呼应的是厂房里忙碌的生产线和不
断进出装货的大货车。

董事长王贵良从事造纸已经20
余年，对行业有深刻的理解和判断。
最近才投入新设备的他对今年的双
11充满了信心，因为最近一年的销售

数据都意味着销量在增长。“2018年
入驻京东拼购（京喜前身），今年6.18
期间销售了30万单，自有品牌‘馨语’
销售额获京喜全品类第四名。现在差
不多每月环比增长达50%，双11肯定
还有大幅增长，所以现在天天加班备
货，目前我们备货超100万单。”

在京喜APP上，恒邦远大一款
“馨语”4层原生竹浆本色卷纸，小卷
10卷拼购价7.99元，参与拼购的人数

超过29万人，商品评价留言接近18万
条。另有“馨语”3层90抽纸巾，30包价
格28.9元，每包拼购价返现后折合单
价0.77元。

这款针对京喜开发的新产品受到
三至五线城市客户的喜爱，这也印证
了公司当初的判断，社交电商的新思
路，越过各级经销商直接找到三四五
线城市客户，同时也让消费者能够用
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工厂直供的好货。

成都向北近百公里的德阳什
邡市师古镇洛阳村四组的恒邦远
大，在双11来临前显得和往年不
太一样。虽然距离双11还有一段
日子，但是整个工厂已经准备了
上万单。“四川恒邦远大纸业董事
长王贵良说，因为京喜这一个平
台，今年的双11肯定和往年不一
样了，订单每月都在增长，不光订
单长，通过平台品牌也迎来了更
多外地客户的询问。

其实，四川恒邦远大纸业只
是京喜平台上众多商家的一个缩
影。由京东拼购改名而来的京喜，
9月19日上线APP和小程序，10
月31日正式接入微信一级入口，
借助京东自身强大的流量和微信
一级入口，京东的社交电商业务
正式进入全面启动、全域战略布
局阶段，并且给入驻商家带去了
不一样的社交电商。

双十一探访四川工厂：
借京喜日卖百万单

自2014年启动社交电商布局，京
东在社交电商领域一直快速发展。9
月19日，京东旗下全新的社交电商平
台“京喜”正式推出，10月31日接入微
信一级入口。京喜是京东以全面升级
的拼购业务为核心，基于包括微信、
手Q两大亿级平台在内的六大移动
端渠道，打造的全域社交电商平台。
京喜在提供海量拼购好货的同时，还
继续为用户提供优选的京东主站商
品。它是京东进击下沉市场的重要载

体，以“低价不低质”的产品和服务带
动了下沉市场回归零售本质。

京东零售集团社交电商业务部
京喜商品运营部总经理杨绍晖表
示，成都有着众多优秀的纸品加工
及制造工厂。京喜通过深入产业带
源头，汇聚当地优秀商家，挑选好商
品，并通过工厂直供的模式省去中
间差价，真正把“质优价美”的商品
带给消费者。

馨语是京喜在成都合作的商家

代表之一，他们的特色就是主打健
康、生态、环保的竹浆纸，通过与京喜
深度合作，不仅将极具性价比的竹浆
纸带给全国消费者，同时带去了健
康、环保的生活理念。

在今年的双11期间，京喜联合数
万商家层层让利，不仅为消费者准备
了“亿件一元爆款好货”，还将提供

“超级百亿巨额补贴”，真正让消费者
买得实惠、买得放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郭晶晶

下沉市场 小工厂的“爆款”诞生记

京东旗下社交电商平台 京喜低价不低质

闭眼下单！
唯品会给你“无套路”的11.11

11月6日，唯品会11.11特卖狂欢
节开启预付，大牌服饰惊爆价来袭。爱
慕优雅蕾丝调整型内衣市场价 469
元，预付活动价只要 139 元；耐克
COURT ROYALE 经典小白鞋，仅
需268元。11月9日晚8点进入预热收
藏阶段，深度折扣商品提前惊喜预告，
保证消费者不错过任何一件好商品。

11 月 10 日晚 8 点，唯品会 11.11
特卖狂欢节抢先正式开售。11 大部
类，携数千家品牌，诚意满满贡献 C
位好货，品牌爆款接连出击——联手
鄂尔多斯推出男士纯羊毛毛衣，市场
价2180元，唯品会11.11只卖299元；
经典羽绒服品牌雪中飞女士轻羽绒
服，原价699 元，唯品会11.11 送上惊
喜价 99 元；FILA 斐乐女款街头篮球
鞋市场价 1080 元，唯品会 11.11 大促
价399元……千万款好货蓄势待发，
页面直接呈现折扣低价，“无套路”玩
法让人闭眼下单没烦恼。

此次活动中，服饰穿戴作为唯品
会的核心品类，绝不容错过。鄂尔多
斯、雅莹、SKECHERS 斯凯奇、百丽
……唯品会与国内外知名品牌深度
合作，主打“极致的特卖性价比”。思

加图爆款女靴，线下奥莱售价 1590
元，唯品会11.11售价仅199元，低至1
折；三叶草经典绿尾运动鞋，作为近
年大热百搭款，此次仅需399元，折扣
价秒杀专柜。

刘涛携手SNH48
揭秘“真便宜”会买秘籍

以“无套路，真便宜”为主题，今年
双11唯品会特别邀请到“不爱动脑”
又贤惠持家的“客栈老板”刘涛传授会
买秘籍。刘涛表示，自己的双11抢购
攻略就是简单，不用动脑算红包满减：
品牌新款大衣专柜买要三四千，唯品
会只卖600多元；即将准备入手的几
件大牌冬装，唯品会都是直接一口价，
看得见的真便宜。以真实的购物经历
对今年双11唯品会“无套路，真便宜”
的优惠方式深表喜爱和赞赏。

不止如此，被粉丝称为“行走的
穿搭教科书”的SNH48S队成员莫寒、
许佳琪、戴萌、吴哲晗、孔肖吟，首次
惊喜曝光她们高性价比的购物方式，
与粉丝分享“暖冬焕新”必备的新品
好货。更有唯品会内幕大公开环节，
手把手教粉丝穿出当季最IN搭配的
同时，揭秘轻松简单“真便宜”的下单
新方式。据了解，林心如和谢娜也将
一同分享好价买好货小秘诀。

备战11.11
黑科技保障顺畅“剁手”

在2019唯品会11.11特卖狂欢节
前夕，唯品会运用算法、图像识别等
一系列AI“黑科技”，帮助消费者识别
好货、智能比价；加强技术支持力度，
保障平台稳定运行，帮助用户在抢购
时顺畅浏览、快速下单，买到心仪的
高性价比好货。

此外，唯品会还启用了智慧供应
链，应用人工智能技术，预测商品销量、
会员购买情况，自动采购、分仓备货，实
现“好货爆款，都已在库”、“订单未下，
货已在途”，大力提高货物调拨、运输的
效率，确保消费者在唯品会下单后，在
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拿到商品。

同时，唯品会客服中心为迎接
11.11特卖狂欢节，也做了大量部署。大
促期间，客服将加强后台支援，升级智
能服务系统，为保障消费者的购物体
验，开售当天将延长服务时间至凌晨2
点。即使是在业务高峰时段，也希望在
消费者有购物疑问时，为其及时解答。

双 11 即将到来，唯品会已经做
好全方位的准备，致力于以好的服
务，用“好货、好价、好品牌”回馈广
大消费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郭晶晶

唯品会11.11“无套路 真便宜”
抢购倒计时，秘籍全在这！

临近双11，各种抢
购、优惠信息无孔不入地
钻进人们的视野，反而让
摩拳擦掌等待“剁手”的
消费者找不到重点。到底
怎么买最划算？怎样买
到心仪的好货？怎么买
才能避免被“套路”？特
卖电商唯品会11.11特
卖狂欢节主打“无套路，
真便宜”——不用凑满
减、不用计算优惠券，直
接呈现折扣低价。不再算
到头疼，只要打开唯品
会，就可以买到“好品牌、
好价格、好质量、好款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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