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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配送员
最快可一小时内上门

京东物流官方微信公众号
关联小程序“京东快递”，认证主
体为“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服务类目以快递、物流
为主，依据页面介绍，目前揽收
范围为北京、上海、广州，派送范
围为中国大陆地区。记者了解
到，一个多月前，命名为“京东快
递”的小程序就已悄然上线。

王振辉表示，从9月初开始，
京东物流便在部分区域试行个
人快递业务，经过一个多月的调
试、优化后正式上线。揽收范围
先期只覆盖北上广三地，基于完
善的网络建设，寄送目的地覆盖
全国绝大多数区域。按照计划，
揽收范围将于明年起逐步扩大
至全国。

目前用户可以通过两种方获
取该服务，一个是在京东“我的”
页面里选择“寄件服务”，另一个

是通过微信小程序“京东快递”。
打开主页可以看到“寄快递”、“查
快递”两个栏目，具体涵盖“寄快
递”、“批量寄”、“扫码寄”以及暂
未开通的“语音寄”四个功能。而
消费者可预约配送员上门取件，
最快可一小时内上门。

王振辉表示，京东快递个人
业务的口号是“不止多一种选
择”，希望给个人快递的需求方面
提供更便捷、更安全、更丰富的服
务，提供更具差异化的选择。

六类物品寄送
与顺丰有颇多相似之处

在同城配送方面，对比同样
以直营模式和服务质量取胜的
两家企业，就目前来看，京东快
递面向C端的业务与顺丰有颇多
相似之处。在运费方面，有媒体
实测在广州同城范围内寄送1公
斤以内重量的文件，京东快递的
时效产品按照“特惠送”和“同城

即日”设定不同价位，11—13元的
报价略高于三通一达，与顺丰的
12元报价相近。而广州寄往北
京等异地件价位，京东快递的价
格为 17—18 元则整体低于顺丰
的18—23元。

在可以寄送的物品方面，京
东快递涵盖文件、食物、药品、数
码产品、衣物、日用品等六类，相
比而言，顺丰同城急送页面显示
支持包括蛋糕、鲜花等在内的八
类产品寄送。

据王振辉介绍，京东快递定
位高品质快递，对京东plus会员
有很多优惠，还会和京豆、积分
进行打通。

快递服务业崛起
C端成京东不能错过的“蛋糕”

现如今网购服务相当普及，所
以带动了快递服务业的崛起，像顺
丰、中通以及韵达等快递更是业务
量早已超亿。10月17日，国家邮政
局发布的《2018年9月中国快递发
展指数报告》显示，9月中国快递发
展指数为179.9，同比提高36.5%。
而前三季度累计完成快递业务量
347.4亿件，超过2016年全年业务
量；累计完成快递收入4246.3亿
元，同比增长24%。

公开信息显示，京东物流于
2016年 11月全面对社会开放，拥
有电商领域最大规模自建物流

体系，包括中小件、大件、冷链、
B2B、跨境和众包（达达）六大物
流网络。7月，为解决网购退货
难题，京东开通了时效服务产品

“京准取”。京东用户根据需求
选择配送员上门取件时间的时
间段，提交确认后，配送员将会
按约准时上门取走退货产品。

“京准取”覆盖京东商城内自营
及开放平台的各种品类和商品，
不仅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及
主要省会城市，在河南周口、湖
北黄冈、四川雅安等网购需求旺
盛的地区，京准取服务均能覆
盖。同时，未来京准取服务将覆
盖到全国数百个城市。不难看
出，京东物流已为个人寄件业务
做好了准备。依据京东在今年
二季报中披露的财务数据，物流
和其他服务收入为51.1亿元，同
比增幅达到了151%。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
院副院长刘大成认为，京东本身
就是面向C端市场，京东快递引
入个人件的寄递业务，可以进一
步降低边际成本、提高边际收
益，从而实现C端市场的竞争优
势。

另有业内人士也指出，京东
物流在仓储、人力等方面投入了
大量成本，随着末端的物流服务
进一步多元化，C端快递业务俨
然已经成为了京东不能错过的
一块“蛋糕”。

早报讯 18日，成都酒类垂直电
商1919发布公告称，获得阿里集团
20亿元的战略投资，阿里巴巴持股
约29%，成为1919第二大股东。

1919的全称是壹玖壹玖酒类平
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在成
都创立，2014年登陆新三板，成为酒
类行业第一家上市电商平台。目前
1919已形成电子商务、连锁管理、快
消供应链、城市仓储物流、数据营
销、信息技术六大业务体系。

公开资料显示，阿里入股 1919
之前，1919已与阿里系有深度合作。
今年3月21日，1919与盒马鲜生签署
新零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酒
类供应链及新零售领域进行深度合
作；同月29日，1919与天猫在杭州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在新零售数
字化运营、营造新生态等领域展开
深入合作；今年6月上旬，1919千家
线下体验门店逐步接入饿了么等线
上平台。

据 1919公司半年报显示，此次
入股前，公司大股东为成都壹玖壹
玖 商 务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为
48.77%，第二大股东为白德贵，持股
为10.45%。

随着阿里巴巴此次入股，1919公
司总股份数增至约1.38亿股，阿里巴
巴的持股约为 28.46%，以此计算，
1919的估值是70.2亿元，成为继新潮
传媒、医云科技之后，成都第三只独
角兽公司。 （沈婷婷）

9月银行理财产品再次遭遇
量价齐跌。数据显示，9月份银
行理财发行量共 10452款，较8
月份减少了 1455 款，环比下降
12.22%，同比下降17.62%。理财
产品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58%，较8月份下降了0.09个百
分点，连续7个月下跌。

从过去经验来看，历年9月
份理财产品发行量环比均下降，
主要是受假期因素影响，中秋小
长假期间，银行大多不会发售新
的理财产品，国庆黄金周前夕也
会减少发售。不过今年9月份
产品发行量不仅环比下降，同比
降幅也很明显，受资管新规和理
财新规影响，理财产品在改革的
过程中，规模及数量均有一定程
度的压缩。

另外，从不同期限来看，9
月份，3个月内短期理财产品发
行 2194 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54%；3—6个月理财产品4056
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59%；
6—12个月理财产品3683款，平

均预期收益率为 4.62%；12 个
月以上理财产品 411 款，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96%。

融 360 分
析师表示，自
去年 11月资管
新规意见稿出
台后，今年上

半 年 3
个 月 内 封
闭 式 产 品 的
占比迅速下降，
下半年以来这种趋势有
所放缓，三季度占比稳定
在 21%左右，接下来 3 个月
内理财产品的占比会继续
缓慢下降。

银行理财收益率七连跌 可能还将走低
3个月内封闭式理财和保本理财占比会继续下降，不过降幅会相对缓慢

9月市场流动性宽松，即使是月末也没出现钱紧的现
象，理财收益季末不仅没有翘尾，反而有较大幅度的下
降。融360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9月理财产品平均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4.58%，较8月份下降了0.09个百分
点，连续7个月下跌，创年内最大跌幅。

10月份央行再次降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资金面依
然保持合理充裕，预计银行理财收益率还会持续走低。

今年以来结构性存款增长显著，据
央行公布的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中资
性银行的结构性存款规模共100182.04亿
元，超过10万亿元大关，相较2017年底增
长了43.84%。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近期部分城商行
暂停发售结构性存款。另外据融360统计
的数据显示，9月结构性存款发行量环比下
降 27.58% ，平 均 预 期 最 高 收 益 率 为
3.86%；因此业内人士分析与监管收紧有关。

但上述分析师表示，接下来结构性
存款未必会降温，虽然没有衍生产品交
易资格的银行无法发售结构性存款，但
从吸储和防止资金流失的角度考虑，具
备衍生品交易资格的银行仍然会将结构
性存款作为一个吸储的好工具。

对标顺丰？ 京东开启个人快递业务
■ 天府早报记者 冷宏伟

在“双11”即将到来之际，京东正式进军个人快递业
务。在10月18日举办的2018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京
东物流CEO王振辉宣布，京东快递个人业务正式上线，该
业务前期在北上广开展，随后将向全国扩展。业内人士表
示，京东快递推出个人寄递业务，是京东向满足用户低频
需求的自然延伸，是京东物流社会化开放的重要一步。

成都酒类电商1919
获阿里20亿战略投资

收益率连续七个月下跌

结构性存款发行量下降

随着美联储开启加息步伐，美元理
财产品收益率也是节节攀升。数据显
示，9月份人民币理财产品10269款，平
均预期收益率为4.62%；美元理财产品
159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2.71%；欧元理
财产品2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0.45%。

据悉，美元理财产品收益率较8月份
上升了0.12个百分点，再创近年来最高水
平。业内分析未来收益率继续看涨。

对于后期理财市场而言，分析师表
示，10月银行理财收益率连跌模式仍未结
束；3个月内封闭式理财和保本理财占比
会继续下降，不过降幅会相对缓慢，毕竟
这方面的投资需求仍然较强。（沈婷婷）

美元理财收益再创新高

人民币理财产品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62%

美元理财产品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2.71%

欧元理财产品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0.45%

9月银行理财产品再次遭遇量价齐跌

发行量：10452款，环比下降12.22%，
同比下降17.62%
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4.58%，
环比下跌0.09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下跌

不同期限的产品平均收益率
3个月内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54%
3—6个月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59%
6—12个月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62%
12个月以上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96%

美元理财收益继续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