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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猫双11菜鸟仓整装待发
面膜、洗发水成“备货之王”

菜鸟智能物流骨干网的数据显
示，这届天猫双11备货量创下新高，
为双11热卖准备的商品，加起来足足

能 填 满 1000 个 鸟 巢 ，重 量 相 当 于
16000多架空客A380。

面膜、女性护理用品、洗发水沐浴
露，成为三大“备货之王”。其中，位居榜
首的面膜备货量之多，可以让面膜消耗
大国——韩国所有人都敷上五遍。

备货进度也反映了不同地区的
购物偏好。聪明的菜鸟智能供应链大
脑发现，全国秋裤地图已南移，为此
长江以南地区的菜鸟仓囤了不少保
暖内衣，而东北的朋友则将在双11备
妥粮油米面，屋外下雪、屋内炖肉，过
一个温暖的冬季。

同样是吃，江浙沪则对零食更为
偏爱。菜鸟智能算法预测，东南沿海
的小伙伴们将在双11“剁手”更多坚
果，菜鸟仓囤的零食也是相当充分，
足够让一所大学的师生整整吃上1
年。此外，备好的酒也相当可观，能让
一桌人喝上500年。而包括四川在内
的西南人更喜欢囤清洁用品。

数智化大协同
自动化设备普遍增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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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今年双11，快递公司自动
化设备数量普遍增加50%以上。其中，
百世快递风暴分拣系统实现全智能分
拣，自动化设备数量同比去年增加
55%；在圆通，仅2019年上半年上马的
自动化设备新增一倍；在中通，全国各
地单层自动分拣线升级为双层……

从揽收、中转、仓配、分拣、运输到
派送，全行业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数
智化大协同：在仓内，菜鸟在无锡上线
中国新一代智能仓，超千台机器人联
手发货能力提升60%；客服上，申通启
用全新数字化管理系统，AI智能客服
电话机器人实现24小时服务机制，持
续提升用户体验；在最后100米，菜鸟
驿站“秒取快递”百城上线，带来包裹
收取进一步提效；在家电等大件物流
方面，日日顺物流上线大件物流无人
车，实现从“仓”到“厂”的无人化高效
对接，在提高转运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的同时，也降低了人工成本。
数据显示，仅今年上半年，中国

快递时效对比去年同期又加快了近5
个小时，数智化大协同正带来双11快
递大提速。

随着电子面单使用率超过99%、
快递一联单的普及，加上可循环帆布
袋加大循环应用，回箱计划大面积落
地，与箱型算法推荐和原箱发货一起，
正在带来一次更加绿色环保的双11。

这次双11期间，全国将有4万个
菜鸟驿站、3.5万个快递公司网点进行
绿色回箱行动，对快递纸箱和包装物
进行回收再利用，消费者捐献纸箱还
有机会获得蚂蚁森林绿色能量，植树
造林。同时，通过手机淘宝参与“回收
纸箱”活动，还可获得相关奖励。

数智化大协同、全民绿色行动，
中国快递业正通过创新技术和新方
式，让双11每一个快递更加高效、环
保送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庞健 胡沛

秋裤地图南移 江南爱囤零食
第11个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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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消费者尽情添加购物车
的同时，菜鸟仓也准备好了：来自
世界各地的近500万吨好货整装
待发，其中洗护用品、食品等成为
“备货之王”。

坚果新品 能否突围

对于粉丝来说，10月31日的坚果
手机发布会弥足珍贵。在发布会开始
前，新石实验室总裁吴德周介绍说，今
年坚果手机团队整体加入了字节跳
动，成立新石实验室。据记者了解，原
锤子科技COO吴德周担任字节跳动
新石实验室总裁，该团队将负责手机、
智能硬件和教育硬件类的产品。

此次正式发布的坚果 Pro 3 手
机，芯片方面搭载了高通骁龙 855
Plus 处理器，配有 4000mah 大电池和
18W快充，相机方面搭载了4800万像
素 AI 四摄，并延续了主打的“大爆
炸”、“一步”、“闪念胶囊”功能，升级到
3.0 版本。相比以往，坚果 Pro 3 加入
了不少新功能。吴德周坦言，坚果新品
充分利用了字节跳动的技术优势，对
产品进行持续优化。

调研机构IDC数据显示，2019年
第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
约 9890 万台，同比下降 3.6%。出货前
五的巨头中除华为外均出现下滑，其
余厂商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但机会并
不是没有。IDC认为，尽管目前国内市
场已初步迈入5G时代，庞大的4G存
量市场仍存在换机需求。

吴德周表示，坚果对于未来的产
品规划依然要走精品路线，还是会继
续扩充产品系列，来面对竞争激烈的
国内手机市场。

字节跳动旗下产品矩阵包括今日
头 条 、抖 音 、西 瓜 视 频 、懂 车 帝 、
gogokid、火山小视频皮皮虾、多闪等
App，已形成强大的流量生态。有业内
人士评价，字节跳动涉足硬件，意味着
掌握了入口，硬件+软件的组合拳为
字节跳动形成了闭环。但是当下手机
行业已然进入头部竞争的红海时期，
人口红利逐渐耗尽，要从中突围难度
颇大。

背靠流量巨头，让坚果的手机突
围战充满想象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新
石实验室的使命除了手机，还涉足智

能硬件和教育类产品。果然，吴德周向
记者证实，新石实验室明年初将推出
一款教育类的硬件产品。

5G来了 机会在后面

坚果新品发布会当天，三大运营
商公布了5G资费套餐，5G商用正式
启动。但是行业目前还没换来5G换机
潮。IDC在发布中国第三季度手机市
场调研时分析5G的发展离不开上游
产业链，特别是芯片产业链的支持，从
基础层面解决好5G技术门槛高等问
题，才能真正推动5G市场的爆发。

当下，5G手机除了华为还都是单
模产品，明年中国的5G行业才将开始
SA独立5G组网。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9 月底，三大运营商在全国已开
通的5G基站约有8.6万个，实现5G网
络连片覆盖仅北京、上海、广州、杭州
等少数几个城市。

此次坚果带来的新品依然是4G
产品，对于未来5G的规划，吴德周向
记者表示，我们一直认为5G是趋势，
但是当前对手机行业来说并不算最好
的窗口期，坚果会快速跟上5G带来的
机会，在5G时代坚果产品可以有更大
的发挥空间。

当被问到现在的坚果手机将继承
锤子科技的哪些传统、字节跳动又给
坚果带来了哪些变化时，吴德周表示，
锤子科技历史上的优势一直是工业设
计还有操作系统，以及整个用户体验，
这一直是坚果产品的优势，后面的产
品还是会在这些方面持续地创新，这
是坚果会一直区别其他所有手机品牌
的巨大差异化的点。

同时字节跳动有非常强大的技术
实力，无论是视频上，还是在整个的平
台整合能力上，都会非常强。坚果
Pro 3 上也结合字节的很多技术，做
了很多创新，所以通过字节跳动技术
的加持，能够把整个手机的用户体验
做得更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庞健

新石实验室总裁吴德周：
坚果Pro 3

开创与字节跳动深度融合先河

10月31日，坚果手机在北京召开新品发布会，
本次发布的坚果Pro 3在很多方面与字节跳动的其
他产品进行了合作，比如手机在锁屏情况下上滑可
直接打开抖音短视频，智能语音交互采用了头条搜
索的知识图谱。这是坚果手机团队整体加入字节跳
动后的首款新品。

近日，新石实验室总裁吴德周接受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专访时表示，目前坚果已在布局5G新品，
在5G的网络支持下坚果手机将凸显更多优势。他透
露，明年初新石实验室将推出一款教育类的硬件产
品，值得用户期待。

苏宁金融旗下任性付狂撒亿
万免息福利，6期、12期免息券、单
品最高享24期免息及新人50元支
付券让用户“逛好、玩好、买好”。

据悉，即日起至11月12日，新
用户开通任性付可领取50元（30
元+20元）任性付支付券，支付券可
在购买苏宁自营商品时使用。其
中，30元支付券满30.01元可用，20
元支付券满20.01元可用。

此外，即日起至11月20日每天0
点，新老用户在活动页面还可领取任
性付6期、12期免息券，免息券限在苏

宁易购APP使用任性付购买苏宁自
营部分实物商品使用。

记者还了解到，此次双11，苏
宁金融将与苏宁易购线上线下零
售业态协调，提升任性付作为消
费信贷拳头产品的服务水平，为
个人用户提供多场景、全渠道、全
方位的小额消费贷款服务。无抵
押、免担保、0首付、低利息，让更
多的消费者都能使用任性付分期
买“好物”，享受到普惠金融的便
捷和实惠。

在物流方面，苏宁也有自己的

“无人军团”。苏宁的网红无人快递
车“卧龙一号”采用先进的人工智
能和深度学习技术，以及激光雷达
等高科技装备加持能实现自动驾
驶。苏宁首款油电混动的垂直起降
固定翼无人机，还能广泛应用于生
鲜、药品等时效要求高、远距离的
配送场景。

据悉，目前苏宁已经积累起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
等前沿技术。而围绕智慧零售，苏
宁开发出近200个数据产品，包括
为采购服务的鹰眼、诸葛大师，为

销售服务的烽火台、金矿、神鉴，以
及用户服务方面的全景购物、VR
易购、身边苏宁等产品 。

不仅如此，苏宁的智能客服
“苏小语”，这款堪比网红机器僧
“贤二”的在线智能导购，能通过智
能运算，识别出30天内处在最低价
的商品，并根据用户行为偏好，把
用户最想要的最低价商品告诉他。
同时，根据多轮深层次对话，不仅
能猜出用户最想要的商品，还能迅
速推荐最符合其品位的好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庞建 李飞龙

互联网支付+黑科技
科技护航花式“剁手”黑

科
技

一直剁手一直
爽，在双11这个亿
万消费者的血拼

“战场”，特价、补贴、
物流都是影响消费
者购物体验的因
素。兵马未动，粮草
先行。为了双11期
间让消费者愉快地
买买买，天猫、京东
和苏宁纷纷推出分
期免息和黑科技为
剁手党保驾护航。

花呗分期免息和天猫信用购
双重叠加的威力，让消费者体验了
一把无痛剁手。据悉，只要芝麻信
用分在700分以上，通过手机天猫
APP下单，就可以享受4000万商品
的0元试用，用得好再买单。吃土女
孩在天猫双11终于能体验一把巴
宝莉、华伦天奴等一众眼馋已久的
国际大牌。

不仅如此，蚂蚁金服旗下的网
商银行还为300多万中小商家提供
3000亿贷款资金支持，帮助商家解
决备货资金周转难题。与此同时，
天猫商家为线上800万双11商品开
通花呗分期免息。

除了无痛剁手，天猫旗舰店2.0
通过购物小程序对品牌们进行了
技术赋能，也为消费者了带来了很
多新奇体验。比如，雅诗兰黛、
MAC、芭比布朗等美妆大牌店铺
就实现了隔空换妆的神奇技能。成
都消费者只要通过AR试妆，就能
在线进行口红、眼影、腮红、眼线等
彩妆产品的试色。

AR试妆算得上是天猫智慧门
店的服务延伸，事实上，早在去年
在天猫智慧门店就出现了百搭魔
镜、闪电换装镜等黑科技，顾客通
过闪电换装镜，能自动检测身材，
为其生成店内每件衣服的上身照，

换一套衣服仅需2秒。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扫码取快

递高拍仪、实人寄件机等推广落
地，“秒取快递”服务已在全国超过
百城上线，刷脸、扫码等黑科技正
在让包裹取、寄提效50%，为这个双
11带来便捷、智能的最后100米快
递服务。

扫描一下，立等可取。通过与包
裹管理系统、云监控系统等打通，菜
鸟驿站高拍仪让用户告别等待，实
现了秒取快递的新体验。同时，双11
期间，菜鸟驿站智能柜还将继续提
供刷脸取件服务。用户不用手机、取
件码，刷脸就能秒级开柜，无感取

件。这背后，菜鸟驿站通过领先技术
与安全设置，保障快递安全。

通过IoT方式，菜鸟驿站正带
来最后100米数智化升级：其中，独
有的实人寄件方式，通过刷脸秒寄，
从实名认证升级为更安全、方便的
实人认证，目前也已在超过100城上
线；菜鸟无人车也在多个菜鸟驿站
运行，让人找站点变成车找人，快递
取寄更加方便、轻松……

“通过系列智能解决方案，我
们在节省驿站40%精力的同时，也
能让快递服务效率提升50%。”菜鸟
驿站技术负责人表示，新的数字化
方式，将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

天 猫 消费者“无痛剁手”黑科技“隔空换妆”

京 东 京东10亿反哺用户“剁手”无人机提速物流

为了让大家剁手更畅快，京东
金融在今年10月18日至11月15日
期间，发起了近一个月的全民瓜分
10亿“京贴”活动。双11期间，用户
通过登录京东商城APP进行购物，
每次下单完成后均可获得一次“下
单抽抽乐”抽奖机会，点击即可领
取“京贴”奖金。

除了线上京东商城外，线下还
可以在京东金融合作的商超、餐饮

等线下消费场景，使用京东支付的
码付或付款码完成支付，通过完成
页弹窗也可同时获得“京贴”红包，
已领取的“京贴”红包还可累计使
用，让消费支付越花越实惠。

此外，京东金融APP还联合快
手、keep、spacecycle等8大超级流量
APP，并与农行、交行、招行、中信
等19家银行开展战略合作。11.11期
间，用户登录合作伙伴APP，在首

页找到合作入口，点击输入手机号
即可领取“京贴”红包。简单便捷的

“懒人式”领取规则，让更多用户参
与到这场瓜分10亿“京贴”的福利
狂欢中。

和菜鸟相比，京东的黑科技也
不遑多让。通过线上商城的前端购
买及后端物流，京东智能客服增添
了“感知”用户情绪的能力，京东X
无人卡车、无人机、无人仓等；线下

场景则是无人便利店、京东慧眼、
"Mirror+"及智能家居场景等。

记者了解到，京东将在2020年
投入运营的原生无人机JDY-800
翼展超过10米，具有全天候全自主
的飞行能力，连续飞行1000公里以
上，起飞重量达到840公斤。这也意
味着京东首次贯通无人机三级物
流网，可实现物流中心间商品的高
速调拨和农特产品的高效上行。

苏 宁 苏宁推出亿万免息“任性付”智能导购帮助用户买买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