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3日，菜鸟与全球最大的国际航
空货运公司——阿联酋航空货运部
SkyCargo联合宣布，将在迪拜机场建设
一个辐射亚欧非三大陆的eHub（数字贸
易中枢），帮助包裹在中东地区进行快速
中转和分发。

根据日前签署的合作备忘录，菜鸟与
阿联酋航空货运部SkyCargo将通过迪
拜管理中东及其他邻近地区的包裹运输，
推动快速清关，优化仓储和最后1公里配
送，帮助跨境包裹高效中转和交付。菜鸟
计划在迪拜建设一个超级eHub，以便快
速扩展全球物流基础设施。

今年5月31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
局主席马云提出，菜鸟要全力建设智能物
流骨干网。这一计划迅速得到各界热烈

反馈。据了解，菜鸟已与阿联酋、新加坡、
埃塞俄比亚等航空公司合作，加快形成
eHub之间的连接。在重点繁忙的地区
还开通了杭州-莫斯科，香港-列日等多
条洲际航线，中小企业第一次有了量身定
制的专属航线飞往全球。此外，菜鸟还与
中东的沙特、阿联酋，以及欧洲的波兰等
地新增了物流专线，进一步充实了骨干网
的线路。

9月，在首届“数字经济暨数字丝绸
之路国际会议”上，菜鸟国际总经理赵剑
介绍，全球智能物流骨干网进展迅速，正
在成为全球商业的基础设施，并将在今年
双11发挥出“全球一张网”的物流大协同
效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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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物流骨干网
助力天猫双11全球化

11 月 8 日，在沙

特工作的 90 后青年

小王发了一条朋友

圈，“中东双11‘剁手’

开始！”小王告诉封

面新闻记者，他惊喜

地发现，在他工作附

近的一个商场，竟然

出现了电商的双 11

促销广告，“忽然感

觉犹如身在国内。”

国内的双 11 节

日传到了远在中东

的沙特，可见十年天

猫双 11 已经形成浓

厚的文化和影响力，

不断向海外扩展，而

智慧物流则是支撑

天猫双 11 不断全球

化的后盾。

菜鸟打造全球智能物流骨干网，形成“全球一张网 智慧大协同”的大格局。

全球一张网
消费者买大件就像买衣服

行至十年，天猫双11已是全球
狂欢的节日。菜鸟宣布，将在天猫双
11期间推出“千柜出海”，届时，将有
千组集装箱满载万吨双11包裹航向
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
亚等地，在短时间内即可穿越太平
洋，送达全部商品。

据悉，这些货柜中将包含大量
林氏木业、紫叶、居家等品牌家居户
外商品，相比海外昂贵的户外家居
品牌，他们生产的沙发、桌椅、户外
遮阳伞广受当地华人欢迎，不少华
人早已磨刀霍霍，准备在双11“大干
一场”。

而在天猫、菜鸟进入这些市场
前，大件商品不仅在电商平台无法跨

境购买，连普通快递物流企业都难以
运送。今年端午节，菜鸟曾为澳洲华
人送去一艘龙舟，如今，在天猫购买
大件商品已成为海外华人新风潮。
家具企业林氏木业的销售额也在一
年内增长了十余倍。

此外，这些出海商品也包括了小
米、九阳、全棉时代等消费品牌。以
全棉时代为例，他们极具特色的纯棉
产品已经成为了海外华人的最爱。

据菜鸟介绍，“千柜出海”将在
双 11 后从深圳、广州、香港、福州
等地出发，前往悉尼、台北、基隆、
新加坡、巴生等港口，并在短时间
内完成清关，由当地合作伙伴完成
妥投，预计将比去年双11效率提升

一倍以上。
“我们希望全球消费者可以像

买衣服手机一样，购买全球的大件
商品。不管是一套家具，还是一艘
船，未来甚至一座房子、一辆车，商
家和消费者都可以在手机上全球买
卖，全球运输。”菜鸟国际负责人苏登
瀛表示。

苏登瀛说：“‘千柜出海’调集的
货运海运资源之多，这在全球B2C
贸易史上尚属首次。优质的物流服
务能让海量商品短时间内‘下南洋’，
这既是天猫出海、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的一大步，也是菜鸟打造全球智能物
流骨干网，形成‘全球一张网 智慧大
协同’的一大步。”

物流大协同
智能物流骨干进展迅速

双11临近，各大电商平台纷纷推
出了各种新玩法。而线上的购物狂
欢后，产生的物流问题，每年都会引
起买家们重点关注：“我的快递什么
时候到？”引发共鸣。根据菜鸟数据
显示，天猫双11 快递数量从2009 年
的26万单猛增到2017年的8.12亿单，
增加了3100多倍。今年天猫方面预
测，双11单日包裹量将再创新高。

面对激增的快递包裹量，物流企
业应该怎样应对，如何才能做到服务
和速度的协同？为此，封面新闻记者
采访了菜鸟网络总裁万霖。他认为，
天猫双11带动了整个数字经济的发
展，推动了电商向线上线下融合的新
零售进化，同时促进了快递物流业的
突飞猛进。随着经济全球化，物流业
还需继续创新突破，需从向人口要红
利转变为向技术要红利，从低水平的
竞争走向高水平的协同。

物流进入转型升级关键期

天猫双11，无疑是这场线上消
费狂欢的开创者和见证者，电商的繁
荣发展也催生了物流业的转型升
级。今年是双11的第十年，靠早年
堆资源、拼人力的方式已然行不通，

“汗水物流”也已经成为过去式。
万霖表示，天猫双11是中国商

业繁荣、居民消费升级的一个标志性
样本，十年来，天猫双11带动了整个
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电商向线上
线下融合的新零售进化，也促进了快
递物流业的突飞猛进。

如今，数字化、智能化已经成物流
企业争相探索的方向。在万霖看来，
物流行业正在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
期，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物流业会继
续加大创新突破，行业需从向人口要
红利转变为向技术要红利，从低水平
的竞争向高水平的协同，从资源消费
型走向绿色的可持续型的发展转变。

其实，物流数字化、智能化是菜鸟
网络一直在布局的事情，从仓库、分拣
中心到快递面单，都注入了科技、融入
了数字化。最初快递业刚兴起时，快
递面单需要商家手动填写，速度慢、错
误率高。“现在菜鸟系统把面单进行数
据化管理，自动生成面单编号，无需再
由人工手写分单。这一个小举动，不
仅方便商家，提高运营效率，也加速了
包裹的流转。”万霖说。

菜鸟网络的数字化布局

一件商品从下单到消费者拿到
手，中间需要经过仓库分拣、多级分
拨中心、末端快递网点、快递员等环
节，这些环节对快递时效有或大或小
的影响。

万霖认为，只有把数字化物流要
素、数字化包裹流动、数字化货物流
动，进行高效的连接，才能进行全局
优化和配置，这也将是解决今年海量
包裹的最佳途径。

“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全国24小

时，全球72小时必达。”万霖说，中国快
递物流业发展迅速，年业务量已经突
破了400亿件，规模世界第一，效率也
处于领先地位。近5年来，快递物流业
加快了转型升级，在协同智能、绿色等
方面大力创新，初步形成生机勃勃的
全球一张网，智慧大协同的局面。菜
鸟也正在全力建设国家智能骨干网，
并且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与全行业
一起，帮助中国的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比继续往下调整，让智能物流骨干网
成为实体经济的利润担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雷强

极速送达
成商家制胜的主要招式

“双11”的10年，是线上线下融合升
级的10年，更是快递业升级的10年。如
何将买家包裹快速、准确地送达，已经成
为物流行业正面比拼的重要招式。

2013年，天猫双11当天物流订单量
首破亿。5年来，1亿包裹签收时间越来
越快，从2013年的9天提速到2017年的
2.8天，面对庞大的包裹数量，菜鸟今年将
再度刷新消费者体验将：菜鸟未来园区投
入使用，即时物流运力首次全面加入。菜
鸟将联手商家位于全国的部分门店，首次
在双11大促场景下推出基于门店发货的
分钟级配送服务。而这些门店也将成为
离消费者最近的“前置仓”，实现“楼上下
单，楼下发货”。

针对消费者寄送包裹的多元化需求，京
东“祭”出了多款细分产品。除了标准化的
普惠寄件“特惠送”产品外，面向追求寄送时
效的用户，京东快递依托航空运力推出了

“特快送”产品，确保两地之间的次日或隔日
送达；针对同城寄递用户，京东快递推出了

“同城即日”产品；由专车专人取件、送件的
“京尊达”服务，也将应用于个人快递业务，
配送范围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

对于农村地区的消费者，京东物流也
提前部署了离消费者最近的“京东帮服务
店”。消费者下单后，可以直接进行“货到
村”的交付，实现农村地区最快3小时的
极速送达。

此外，苏宁物流也进行了升级，当日
达、准时达打出组合拳上线“当日准时
达”。这一服务在全国60个城市全面升
级，上午11点前下单，可以选择下午收货
时间段，晚上11点前下单，可以选择第二
天上午收货时间段。

黑科技加身
无人系统为买家保驾护航

在科技潮流席卷下，大数据、人工智
能、云计算已成为互联网行业的标配。对
于物流而言，加身黑科技不仅能提升企业
效率，降低人力成本，同时可以实现平台、
商品、买家三者的完美衔接。

为此，菜鸟方面，位于江苏无锡的国
内首个IoT未来园区正式投入服务2018
天猫双11。据了解，该园区有物联网技
术加持，最大的亮点是近700台蓝色机器
人。从拣货，识别订单箱再到货品装箱，
完全形成一个封闭循环的智能运输系
统。IoT像大管家一样实时监管者园区
内的各个情况，并实时反馈到调度系统。
目前，整个园区运营效率相较于传统园区
提高20%。

东物流今年首次启用了智能包装机，
该设备通过磁悬浮技术，可以实现每小时
打包1000件包裹，较传统的打包作业提
升10倍。磁悬浮技术运用到物流上，可
以看出京东在物流方面真的是下了“血
本”，有业内人士分析，从形势上看去，京
东是铁了心、变着花样要把十年来打造的
物流体系做大做强。

除了菜鸟和京东，苏宁也打造了全流
程无人军团：无人仓、无人机、最后一公里
配送无人车、干线无人货车等成为这次双
11物流的重头戏。

有业内人士表示，从近来年双11当
天包裹签收量破亿时间看，2015年 4.0
天，2016年3.5天，2017年2.8天。海量
的包裹对于商家和物流都是不小的挑战，
线下快递业的比拼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但是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口碑永远都是
商家和物流行业不变的宗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雷强

菜鸟网络总裁万霖：
物流企业争相探索数字化智能化

菜鸟网络总裁万霖。

双11，一个简单的电商节日，经过九年历练和发展，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乃至全球
消费者购物的一场狂欢派对。去年，双11全网销售额2539.7亿，包裹数定格在了13.8
亿个。2018年双11即将来临，电商平台战火即将开启，快递业也将迎来新的“大考”。

事实上，为迎接2018双11，在物流环节，各大企业早已开始排兵布阵，力争用大数
据、人工智等科技手段赋能现代物流，让高科技设备实现常态化运营，努力做到平台、
商品、买家三者的完美衔接，同时，也希望用技术实力为买家保驾护航。

双11物流业迎大考
黑科技加身实力护航“买买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