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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站是每天校园里人流
量最大的地方，增设绿色回收
台后，同学们对于捐赠纸箱特
别积极，活动还没开始，同学
们都开始提前行动了，两周时
间，就回收了有400公斤纸箱，
足足装满了20个编织袋。”

上海财经大学菜鸟驿站
站长葛均国没有料到，一个设
立在驿站里的绿色纸箱回收
台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葛均国所看到的，是“绿
色天猫双11”的缩影。在菜鸟
网络的推动下，更多“绿色”正
在天猫“双 11”物流链路上呈
现、放大。

1682 亿成交额，8.12 亿物
流订单，刚刚结束的2017天猫
双 11 轻松刷新了去年天猫双
11 创造的 6.57 亿的物流订单
量。如何让包裹更“绿色”，是
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焦点。

绿色物流正在成为 2017
天猫双11关键词之一。

双11期间，在菜鸟的带动
下：全行业预计使用超过1000
万个绿色包装；数万辆新能源
车辆全国 30 城开跑；近 1000
万个快递纸箱得到回收，相当
于省出近10万棵树；这次双11
电子面单的使用量预计超过7
亿张，仅此一项每年就可以减
少纸张成本数十亿元；应用菜
鸟智能打包算法，可以减少
5%的耗材使用，按照“双11”当
天产生的约 8.12 亿件包裹数
来算，全行业一天便节省4100
万个箱子，相当于省出53万棵
梭梭树。

如何过一个绿色的天猫双11？
捐赠10个快递纸箱，菜鸟将联合公益组织以你的名义种一棵树

菜鸟的合作伙伴苏宁物流也在
今年双11期间启用更轻便、易携带、
可重复使用的“共享快递盒”取代传
统的纸质快递盒，收货人签收后，快
递员会将箱子回收，这种包装箱每循
环2000次以上，大约可节约1棵10
年龄的树木。共享快递盒行动从北
京、上海等8个城市扩展到13个城
市，新增加了重庆、深圳、杭州、郑州、
济南5个城市，主要覆盖3C、母婴和
快消易碎品等类目。此次双11投入
使用的5万个共享快递盒每天可节
约40棵10年树龄的大树。

在宁波慈溪的保税仓外，负责揽
收的菜鸟合作伙伴中通快递已经启
用了全新可回收的揽收包装袋替代
了原有的一次性编织袋。包括中通
快递在内的快递行业菜鸟电子面单
的使用率已接近九成，可以节省大量

纸张。
菜鸟的另一个合作伙伴，韵达快

递也采购了大量可降解的胶袋，将原
来网点与网点之间交接的编织袋换
成了可以多次使用的布袋，实现了包
装袋的循环使用，节省资源，促进快
递绿色环保。同时，也在此次双11
期间开始试点回收纸箱，支持品牌商
家的环保工作。

另外，今年双11期间，菜鸟联合
物流伙伴和商家，在全球范围内首次
推出20个“绿仓”。这些“绿仓”发出
的包裹，将使用免胶带的快递箱和环
保快递袋。来自菜鸟网络的最新数
据显示，此次天猫双11期间，20个绿
仓联合科颜氏、DHC、潘多拉、羽西、
Casio、ESPRIT、薇婷、杜蕾斯等品
牌将发出数百万个绿色包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崔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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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停板个股大减
天华超净（300390）：11月14日

涨停，连续2个交易日涨停。动力电
池巨头宁德时代于11月3日上报的
创业板申报稿。宁波联合创新新能源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持有宁德时代
8.5％股份，裴振华为该合伙企业的投
资方，经折算后他持有宁德时代的股
份占比为6.79％。此人同时是天华超
净的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受此消
息影响，天华超净连续涨停。不过，
14日收盘后，天华超净公告称，裴振
华对宁德时代的持股，为其个人财务
投资行为，与天华超净本身无关。

大富科技（300134）：11月14日
涨停。大富科技在2014年是一只大
牛股，但这两年业绩下滑，所以股价也
一跌再跌。11月14日，两市的换手

涨停板一共才7只，个数大减。大富
科技趁机“跑”了出来。那么，11月
14日的涨停，是否意味着其见底了
呢？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只能说明其
超跌反弹。而龙虎榜显示，这又是“成
都帮”的杰作，买一到买三全是来自成
都的营业部，合计买入3571万元。这
种票，打首板可能有套利空间，后面的
风险系数就高了。

梅安森（300275）：11月14日跌
停。闪崩再现。近几日，市场连续出
现闪崩，迪贝电气分别于11月8日和
11月13日出现闪崩并跌停。梅安森
在11月14日出现闪崩并跌停。这说
明资金日益向“大股票”集中，“小股
票”承接力减弱，当个股基本面不够突
出时，往往就不会受到资金关注。龙
虎榜显示，卖1是南京证券广州体育
西部营业部，其实也只卖出了470万
元左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白 杰 品 股

短震开始
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震荡走

低，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可以说周二的下跌主要源自

于消息面和技术面的共振，消息面上
经济数据略偏弱，导致了10年期国债
收益率破4%，这显然冲击了白马股，
加上近期获利盘较大，市场便出现了
快速回吐。截至收盘，两市涨停35
只，跌停6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收
盘均失守5日均线，标志着短期第二
波上升终结；60分钟图显示，沪深股指
收盘失守5小时均线，60分钟MACD指
标出现死叉；从形态来看，预期此番调
整依然会出现两波下跌，而第一波下
跌会持续三日才会有一个短暂反弹。

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增
加，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变化
不大。综合来看，短期拐点已至，操作
上宜多看少动，由于两市合计成交维
持在6000亿元附近，因此未来一段时
间的调整依然会有反复，预期沪指会
在3400点附近率先获得支撑。

资产：周二按计划以13.65元卖出
东方财富4.5万股；另以13.1元卖出工
大高新7万股。目前持有南山控股
（002314）20万股，维格娜丝（603518）2.5
万股，广东鸿图（002101）3万股，工大高
新（600701）3万股，顺网科技（300113）3
万股。资金余额3729270.89元，总净值
7084020.89元，盈利3442.01%。

周三操作计划：维格娜丝、顺网
科技、广东鸿图、南山控股、工大高新
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为了减少快递纸箱、胶带对
于环境造成的压力，号召全民一
起环保，菜鸟联合中华环境保护
基金会启动“回箱计划”。

自 11 月 12 日起在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十个城
市、数百个驿站全面开展废旧纸
箱回收活动。消费者通过扫描
二维码参加活动，捐赠 10 个纸
箱，菜鸟就会联合公益组织以其
个人名义在敦煌周边种一棵树，
活动预计将种植10万棵树组成
一片绿色包裹森林。

95 后的新生代一直是走在
环保行动前列的急先锋。围绕
校园，菜鸟在全国超过百所高校

落地的菜鸟驿站成为绿色回收
线下宣传站。

11 月 12 日，北京化工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大二学生李泽希，
抱着10个纸箱来到学校的纸箱
回收站点，换取了天猫超市优惠
券和2张明信片，还认领了一颗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梭梭树。

上海财经大学的校园驿站，
是最早报名参加“回箱计划”的
驿站之一。大三学生宋晓敏在
校园驿站领取了自己的双11快
递之后，直接把拆掉的快递纸箱
放回了校园驿站的绿色纸箱回
收台。这些旧纸箱也方便了寄
件，很多学生在寄快递的时候，

可以直接用回收台里的快递包
装。

上海财大驿站工作人员反
映，学生是最容易接受环保理念
和培养环保习惯的人群，捐纸箱
换森林的活动，深受大学生喜
爱，很多同学都去宿舍收集纸箱
再送回驿站，活动第一天已回收
超过1000个纸箱。

菜鸟包裹回收计划负责人
李天骄透露，“回箱计划”不只停
留在简单的回收层面，此次还联
合了山鹰集团共同行动，纸箱经
过消毒、加工后，将被制成包装
箱再次用于快递行业，破解快递
纸箱回收难题。

数百个菜鸟驿站 全面启动“回箱计划”

此次天猫双11，菜鸟的仓配体
系已全面使用“菜鸟智能打包算
法”。使用菜鸟工程师研发的智能打
包算法，按照2017年天猫“双11”当
天产生的约8.12亿件包裹数来算，一
天便能节省4100万个箱子，相当于
省出53万棵梭梭树。

消费者订单一来，“菜鸟智能打
包算法”系统会立刻对商品的属性、
数量、重量、体积，甚至摆放的位置进
行综合计算，迅速与现有规格箱子的
长宽高和承重量进行匹配，并计算出
需要几个箱子，以及商品在箱子里面

如何摆放最节省包装。从成本看，箱
子空间合理利用，可为每个订单节省
0.16 元耗材费和 0.12 元配送成本
费。以一个日均10万单的仓库来
说，一年下来至少可节省1000万元。

“目前我们所做的只是利用算法
更好地将订单与仓库现有包装匹配，
下一步还可以实现包装定制化，即根
据仓库内商品特性、结合消费者购买
组合习惯，定制最适合仓库使用的包
装，快递包装耗材有望进一步降低
15%以上，这将为整个行业降低成
本。”菜鸟算法工程师胡浩源表示。

“菜鸟智能打包算法”
双11一天能节省4100万个箱子

科技助力打造绿色双11
物流行业在行动

菜鸟宁波保税仓，等待转运的货物被装进中通快递的可循环使用揽收袋。

大学生将废旧包裹捐赠到绿色回收台。

现场：
昔日高端百货变身促销卖场

“最后一天”“拆店1折”“边
收边卖”……总府路31号商铺的
玻璃橱窗上，几张手写的促销广
告尤其醒目。橱窗内，各种鞋
子、人型服装模特和废旧包装材
料杂乱堆放着。店门口音箱持续
播放着吵闹的音乐，引发行人侧
目张望。

记者走进店内看到，原本完
整的店铺被分隔成两家。其中一
家店，四周的展柜和移动货架上
都挂满了各种大衣和羽绒服，促
销海报和打折标签随处可见，价
格从50元到500元不等，不少人
正在店内选购服装，地面上散落
着包装，很难想象几个月前这里
曾是ZARA中国区最大旗舰店。

“我们是10月份摆进来的，卖
到这个月底就收货。”店内销售人
员说，这里马上就要装修，具体要
开什么店不太清楚。而一墙之隔
的另一家店内，工作人员正在打
包没有卖完的衣服，准备撤场，听
说之后是要搞餐饮。

这样的说法得到负责该物业
招商的于先生证实。“总府路31
号的总营业面积超过 1 万平方
米，此前该物业都是以经营百货
为主，现在一楼的服装卖场只是
暂时经营，这里计划改造成一个
美食城。”

转型：
本月将启动美食城装修改造

总府路31号位于春熙路商圈
北侧，紧邻总府皇冠假日酒店，周
边有王府井百货、茂业百货等多
家百货公司。看似优越的地理位
置并没有为这里带来好的业绩，
不论外来还是本土百货都在这里
栽过跟头。2005年，在此经营10
年的和正百盛宣布关门，随后走
高端路线的西武百货和乐森百货
先后入驻，但经营时间都不长，其
中西武百货营业仅3年便关门；
2010年底ZARA引入，高端商场
逐渐向潮流百货转型；今年2月，
ZARA宣布撤店。频繁的商业变
动也使得这里有“商业百慕大”的
说法。

对于为何做了多年百货，如
今却要转换商业形态，于先生并
未给出太多解释，仅透露说，美食
城预计本月开始装修改造，明年
四五月正式营业，目前已经有不
少餐饮企业有入驻意向。“我们现
在主要是了解客户的需求，要做
什么餐饮、需要多大面积的店铺，
等改造装修完成后再进一步洽谈
具体合作。”而对于入驻餐饮企业
的具体要求，他表示，火锅可能不
行，主要是味道太重。

观点：
找准匹配的商业业态是关键

“这里百货一直做不起来正
是印证了一个问题，一个商业项
目的成功是由多个条件组成的，
不是说春熙路或商业繁华区所有
商业都好做。”四川省连锁商业协
会会长冉立春认为，总府路31号
实际上并不是口岸的问题，而是
经营内容的问题。

他说，决定一个商业项目是
否成功的核心要素，首先是业态
匹配度，即经营业态与所在商圈

商业氛围的融合程度，有没有你
这个业态的目标顾客。比如在这
里开超市肯定不合适，超市主要
目标是社区居民，而这里相当于
一个城市会客厅，观光游客以及
年轻人居多，超市这个业态就和
这个商圈不相符。第二是业态适
应性，即你所经营的商业业态，包
括物业设施、结构配套是否与你
所经营的物业相匹配。比如物业
结构、建筑层高、电梯设计等也是
重要因素，尤其是现在逛街的人
对商场舒适性要求很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
记者 熊英英 摄影报道

西武百货、乐森百货、ZARA旗舰店、未来或变身美食城

总府路31号能否走出
商业“百慕大”？

位于成都春熙路商圈北角
的总府路 31 号，曾经是时尚品
牌 ZARA 国内最大旗舰店。近
日，在闲置超过半年后，这里突
然变身成服装大卖场，引发不少
路人的好奇和疑问。记者从该
物业相关方面获悉，当前的服装
卖场只是暂时经营，预计本月底
总府路31号整栋物业即将进行
装修改造，今后将不再经营百
货，而转向美食城。

从昔日的西武百货到乐森
百货，再到ZARA……总府路31
号一度被视为成都商业“百慕
大”案例，而今转向餐饮美食能
否走出此前关门怪圈？

11月14日，成都春熙路商圈的总府路31号变成临时服装大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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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 金 龙 虎 榜

钢铁行业资金净流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7个行业资金

净流入，其中钢铁行业、国际贸易、民
航机场等行业资金净流入居前。54个
行业资金净流出，其中电子元件、医药
制造、有色金属等行业资金净流出。

龙虎榜显示，3只个股获机构净
买入。

个股提示
中大力德（002896）公司是从事

机械传动与控制应用领域关键零部
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高新
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精密减速
器、传动行星减速器、各类小型及微
型减速电机等，为各类机械设备提供

安全、高效、精密的动力传动与控制
应用解决方案。14日获机构净买入
1156万元。

国立科技（300716）公司主要产
品包括EVA环保改性材料及制品、TPR
环保改性材料及制品、改性再生工程
塑料等三大系列，产品被广泛应用于
高档运动及休闲鞋材、运动器材、电
子配套产品、家用电器、汽车汽配等
领域。14日获机构净买入5.52万元。

新余国科（300722）公司军品业
务主要包括军用火工品（包含火工元
件、火工装置等）研发、生产和销售，
民品业务主要包括人工影响天气专
用技术装备及特种爆破器材和设备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14日获机构
净买入3.2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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