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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7 日，11 家主流快
递公司与天猫、菜鸟联合宣
布，正式启动“2019 天猫双
11 全球狂欢节”的物流备
战，将运用数智化技术提升
配送速度，加大快递绿色
化，在第 11个天猫“双 11”创
造新的世界物流纪录。当
天，来自中国邮政、中通、
韵达、申通、圆通、百世、顺
丰、苏宁天天、宅急送、优
速、德邦等 11家中国主流快
递公司的代表悉数到场，集
体表达奋战天猫“双 11”的
决心。

今年已是天猫“双11”的
第11个年头。据天猫市场部
总监陈炳潮介绍，今年天猫

“双11”将会是参与人数最多
的，特别是在低线城市，淘
宝、天猫的用户和订单增长
迅猛，“电商平台需要与物流
行业打通上下游，才能共赢

‘双11’。”
菜鸟“双11”物流副总指

挥李江华表示，经过 10 年
的磨炼，中国快递业已经脱
胎换骨，换上了数智技术的
新引擎，能够高效应对包裹
洪峰。

“数智化开启了‘双11’物
流的新篇章。”李江华说，今
年天猫“双11”，大家会在物流
全流程中看到新技术的运
用。在商家供应链、仓库发
货、枢纽中转、末公里派送、
首公里寄件等方面，都有数
智技术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
物流体验，为商家进一步降
本增效。

据了解，除了中国的快
递网络，菜鸟的全球包裹网
络也基本成型，海陆空铁将
在今年“双11”联合作战。菜
鸟预计，进口包裹时效会比
去年同期再提速一天。

“双11”临近，属于电商和快递的热度正在升温

今年“双 11” 你希望“宝贝”好久到家？

10 月 15 日，在“2019 京
东双 11”启动会上，京东提
出今年“双11”全局目标：将
卖出 12 亿件低价好物及 2
亿件C2M产品，全面触达超
5亿下沉新兴市场用户，创
建2000+个超亿元品牌最大
增量场，给20多万商家到来
巨大增量。

同时，京东宣布，今年
“双11”的预售期将从往年的
11月1日提前到10月18日开

始，早了足足 14天，并且会
一直持续到10月31日，将分
为14个场景主题日，每天不
重样。其他日程也顺应调
整：11月1日—8日为专场期，
11月9日—11日为高潮期，11
月 12日—15日为返场期，前
后延续将近一个月。

此外，京东还强调，这
次活动将是京东史上最大
优惠力度，包括百亿补贴、
千亿优惠。

链接

京东启动“双11”
预售18日开启

在“双11”到来之前宣布
涨价似乎已成快递行业的惯
例，近日，中通快递发布“关
于旺季高峰应对预案的告客
户书”称，将从11月11日起调
整快递费用。不过，记者近
日从福州快递行业获悉，上
调快递费用并非行业共识。

10月 11日，中通快递发
布“关于旺季高峰应对预案
的告客户书”称，为确保旺季
快递服务安全、平稳，保持服
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应对
旺季场地、运输、用工等费用
的上涨，中通快递将从11月
11日起调整快递费用。

这并非中通快递首次在
“双11”来临前宣布调整快递
价格，2017年10月和2018年
9月，中通快递都曾对外发
布告客户书调整快递费用。

不过，记者采访获悉，对
“双11”期间快递费用是否涨
价，其他快递企业还没有达成
一致意见。福州顺丰快递、申
通快递的工作人员表示，暂时
还没有接到涨价的通知，从目

前的情况看，今年散户和大单
量客户的费用预计不会上
涨。京东物流的工作人员也
表示，“双11”期间快递费用应
该不会上涨。圆通、韵达方面
则表示，快递费可能会有调
整，但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

如果快递费用上涨，电
商平台的商家是否会将成本
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呢？

记者昨日采访了福州部
分淘宝卖家及京东、天猫平
台上的卖家，他们普遍表示，
消费者对此不必担心，“双
11”当天参与促销活动的商
品都会包邮。

商家表示，“双11”是一个
大商机，在做促销的时候，商
家肯定不会提高快递费标准。

虽然总部发出了调整快
递费用的通知，但福州部分
中通快递网点的负责人表
示，“双11”期间快递并不会
涨价，目前官网价格是多少
就是多少，在他们看来，留住
客户比多赚点钱更重要。

（据福州晚报）

“双11”快递费又要涨？
商家：物流成本不转嫁

播报

打通行业上下游
物流备战启动

配送时效的“军备赛”同
样在“双11”前夕上演。10月
11日，阿里巴巴旗下天猫超
市宣布战略升级。阿里巴巴
副总裁、天猫超市总裁李永
和表示，将与品牌商合作建
立近端履约中心，构建20公
里立体生活圈。

据了解，天猫超市的
20 公里立体生活圈主要依
托“次日达”、“半日达”和

“1 小时达”服务来实现，“1
小时达”的类别以生鲜为
主。具体来讲，近端履约
中心 5 公里范围内的消费
者可以享受以生鲜为主的
日用品 1 小时到家；猫超承
诺为距离履约中心稍远的
消费者提供“半日达”、“次
日达”服务。

天猫超市并非首次强调
“1小时达”上线。早在2017
年12月，天猫超市就曾宣布1
小时达服务已开进北京、上
海、成都、武汉、杭州5个城
市。2017年7月，“1小时达”
首站是北京。彼时，天猫超
市“1小时达”服务是天猫与
易果、安鲜达共同打造的新
零售“试验田”。不过，在2
年多的时间里，“1小时达”服
务很少被天猫超市公开提
及。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是
“ 双 11”前 夕 的 一 次“ 宣
战”。在“双 11”当天，京东
商城、苏宁易购会发布首单
即时配送的消息，相比之
下，阿里“双11”更为聚焦在
不断增长的交易额上。当
前，消费者对时效的要求越
发苛刻，甚至会凭借配送速
度决定在哪家电商平台下
单，这种消费习惯正逼迫电
商平台改良。

此外，随着下沉市场消
费升级加速，各物流企业不
断将自身的物流服务能力
覆盖范围扩大。京东物流
在今年8月针对低线城市城
区、县城以及周边乡镇，发
起“千县万镇 24 小时达”时
效提速计划，并计划在2020
年全面实现。作为目前一、
二线城市的“专属特权”，

“24 小时达”逐渐向乡村的
扩展，体现了京东物流对下
沉市场的重视。

10月14日，全面备战“双
11”的京东物流亚洲一号智
能仓群迎来新升级，位于成
都和武汉的两个超大型分拣
中心正式投用，两大智能分
拣中心日订单处理能力均达
到100万以上，这意味着京东
物流对华中和西南区域消费
者的服务能力迈上了一个新
台阶。

而同为电商的苏宁则通
过苏宁物流在县镇市场，以
帮客县镇服务中心攻城略
地，目的是使县镇用户逐渐
习惯基于终端物流搭建起来
的送装一体、半日装、快修等
核心服务。目前，苏宁帮客
县镇服务中心实行“一县一
店”，全国已经建成1000家，
预计 2019 年底将实现全国
95%县镇的覆盖。

京东和苏宁通过自建物
流搭建攻克下沉市场，而阿
里的方式相对更为简单粗
暴，借用投资并购方式直接
入局。业内人士表示，目前
国内电商行业所具有的共同
点都是通过已搭建好的基础
设施作为“动脉”，逐步打通
下沉市场的各个“毛细血
管”，实现对于下沉市场的全
覆盖。

搭建近端履约中心
挑战小时级配送

渠道下沉
极致服务全国普惠

■实习生唐雪沁
天府早报记者冷宏伟

进入 10月，虽已是秋
意渐浓，但是“双11”的临
近却开始点燃属于电商与
快递的热度。日前，国内
多家主流快递公司与天
猫、菜鸟联合宣布正式启
动“双11”物流备战，将运
用数智化技术提升配送速
度，加大快递绿色化，在第
11个“双11”创造新的世
界物流纪录。11日，天猫
超市发布消息称，将为履
约中心5公里范围内的消
费者提供 1 小时到家服
务；14日，为备战“双11”，
京东物流升级启用两大百
万级智能分拣中心……今
年“双11”或将以分钟、小
时来计算，一场围绕配送
领域的新竞争正悄然打
响。

天猫
将为履约中心5公里
范围内的消费者提供
1小时到家服务

京东
升级启用两大百万级
智能分拣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