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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10亿件包裹，对中国
社会意味着什么？“那可能是
灾难。”不只是马云，这是当日
与会的所有物流企业主的共
识。比如，当中国每天诞生的
包裹数多得可堆满一座城市，
是否导致物流车辆总数极速
攀升，会不会出现更多交通事
故？这会浪费多少包装箱和
胶带，如何面对动辄爆仓的小
区提货点……

不过，马云认为，相比全球，
当前中国物流业接受数字化全
面改造，接轨“新物流”的基础设
施是最强的。

“新物流”究竟是什么？
这一概念趋于明朗，却仍需诸
多实践辅以清晰路径。如马
云认为，“新物流”包括大数
据、云计算、智能装备、跨境支
付等。通过国内外两条骨干
物流网络建设，以及数字技术
与新科技硬件的赋能，能够让
物流业将既有基础设施使用
效率达到最优。

“未卜先知”，将是“新物流”
最显性的特征。如菜鸟物流总

裁万霖在演讲时称，新物流是物
流全要素、全流程、全场景的重
构，是对传统物流的整体升级，

“它不仅是新零售的物流，而应
该包括物联网技术、新零售物流
与全球化网络三部分，从而实现
完全崭新的生产方式迭代、生产
力大升级”。

“打破边界、彻底重构，推动
物流全业资源高度开放、大协
同。”这让与会的众多物流商对

“新物流”侃侃而谈。如智能物
流骨干网、货车、飞机、无人机、
无人仓，乃至地面上的每位快递
员，都将变成数据形态、网络化
链接，将既往的业务串联提升为
并联，使之实现更高效的协作，
催化中国物流全行业大迭代。”

但问题是，要让全行业放下
“竞争”，实现所有资源高度开
放、共享，显然仍充满了理想。

“中国物流业需要梦想。助
力中国制造全面走向全球市场，
站上世界大分工的顶端，是中国
物流商的责任。”这是圆通董事
局主席兼总裁喻渭蛟的观点。

“新物流”能为中国带来什

么？“国内24小时达、国际72小
时达”，是中国物流商群体的新
设想。同时，期待将中国社会物
流 总 费 用 占 GDP 的 比 率 由
14.9%降至5%。

事实上，国内制造业的利
润低，与国土辽阔、物流成本
相对较高不无关系。不仅仅
是销售过程中的渠道运输和
快递，来自供应链中的原材料
运输、存储和配送，还有多级
分销体制。

但换一角度看，当智慧物
流深入到制造业，不仅将驱动
中国制造实现大幅降本增效，
还将指向一个全新的发展视
野：零库存。这与中国制造业
正在进行的转型升级不谋而
合。《中国制造2025》战略发布
后，利润偏低、产能过剩和出口
遇阻，让中国制造业出现了“以
销定产”柔性制造的大趋势。
这是“新物流”的内涵所在，中
国制造业就有了更好的转型

“中国智造”的基础。

近期，为回馈广大客户，建设
银行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出“入·云之
服务 享·悦之生活——悦缴充值享
优惠”专题营销活动。

2018年5月24日至8月31日，
手机银行用户进入手机银行活动页
面，进行手机话费充值，可享单笔支
付金额满50元立减5元优惠，每人
最多享受1次优惠；用户购买滴滴
快车券、天猫抵用券和Q币，可享单
笔支付金额随机减优惠，每人最多
享受3次优惠。活动优惠名额有

限，先到先得，额满即止。
活动期间，每位用户（同一手机

号码或同一支付账号视为同一用
户）最多享受四次优惠，即购买话费
产品享受一次满减优惠，购买滴滴
快车券、天猫抵用券和Q币三类产
品，合计享受三次随机减优惠。活
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额满即止。

用户购买的话费将在用户成
功购买后，24小时内自动充值到用
户填写的手机号，每个手机号限享
受一次优惠充值；用户购买的天猫
抵用券和Q币将在用户购买成功
后，24小时内自动充值到用户填写

的天猫账号或QQ号中，每个天猫
账号或QQ号限享受三次优惠充
值；用户购买的滴滴快车券将在用
户成功购买后，可在活动页面查询
优惠券卡密，用户可在活动页面输
入滴滴会员账号、充值卡号和密码
进行充值，每个滴滴会员账号限进
行三次充值。

用户下单后需在5分钟内支
付成功，超过5分钟未支付成功，
该笔支付订单将关闭。用户在支
付界面如果取消支付，优惠名额
会锁定5分钟之后释放，5分钟之
后用户可再次参与优惠活动。

建行手机银行 2.8亿用户的共同选择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杜红升 牛玉洁

核心提示 近日，建行手机银行的用户数超2.8亿人，每5
个人当中就有1人是建行手机银行用户，河南本地建行手机银
行用户也稳居同业第一。建行手机银行连续多年在市场主流
媒体评选中获得多项殊荣。

——从服务看，更方便快捷、更齐全贴心

●功能更齐全——建行手
机银行功能包括十几大类逾百
种服务，覆盖了银行几乎各类非
现金和非实物业务。e账户服务
涵括了开户、办理投资理财业务
的一站式服务；跨行资金归集，
成为个人资金管理的智慧平台；
预约网点排队取号、预约新开户
业务、预约大额人民币取款、预
约兑换纪念币（钞）等功能。

●支付更快捷——建行手
机账号支付、手机快捷付等支付
产品在客户体验、适用领域等方
面都得到了客户和市场的广泛
好评。“龙支付”“建行钱包”和

“二维码支付”等新产品的推出，
为客户带来更开放的支付体验、
更多样的支付方式、更丰富的支
付场景、更安全的支付环境。

●服务更方便——通过建
行手机银行，客户可以足不出户

缴纳水、电、煤气等生活费用，还
可购买机票、火车票、景点门票、
电影票。河南分行还创新推出
医院预约挂号，校园卡充值等增
值服务。

●贷款更贴心——建行还
为互联网新新人类设计了一款
专属的贷款产品——快 e 贷。
市民通过手机银行随时随地办
贷款，网上购物、pos刷卡可随
时支用贷款，最重要的是，随借
随还还可享受按天计息、提前还
款不收违约金等优惠。

●体验更智能——建行手
机银行还为广大客户提供了认
证方式，可自主开通指纹登录、
声纹登录、刷脸登录、声纹支付、
指纹支付等多种生物识别技术；
此外，手机银行“龙支付红包”的
AR红包和颜值红包既炫酷又有
趣，让您瞬间成为聚会焦点。

——从安全看，多重举措保障用户交易安全

建行手机银行不仅具有强大
的应用功能、贴心的互动模式，还
采用多重举措保障用户交易安
全，在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移动金
融服务的同时，也让每一位用户
都能放心使用。

●终端绑定——客户开通手
机银行时需预留唯一手机号码，首
次登录使用时需通过客户开通时
的预留号码进行短信验证，并完成
移动设备与客户信息的绑定，确保
手机银行只能在绑定的设备上使

用。
●安全验证——除了传统的

密码验证功能外，建行基于先进
的生物识别技术，推出了指纹验
证身份功能。作为每个人特有的
生物特征，指纹验证具有安全、方
便、快捷的特点，客户可以通过手
机银行“安全中心”中的“管理安
全验证”功能来设置这两项验证
方式，用高科技来为自己的手机
银行安全保驾护航。

●风险监控——建行还建立

了7×24小时事中交易监控平台，
通过事中监控的风险模型，可以
实现增加校验要素、交易挂起、交
易阻断等不同的应对策略。比如
后台发现客户首次向某账户转账
时，会要求输入银行卡取款密码
来增加验证程序。

如果客户的移动设备丢失了
也不必担心，客户可以通过挂失
手机卡、注销手机银行或挂失银
行账户等多种方式保护资金的安
全。

参与方式>>>

中国物流业酝酿新蜕变
“国内24小时达、国际72小时达”，中国物流商欲重构全球商品流转模式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杨霄 见习记者 丁洋涛

核心提示 本年度的“6·18”国内零售业大促，在本周已正式打响。不仅有前台消费市场的狂热，更有后台全国物流商直面增量大考，并在生产方式迭代、科技驾驭与
应用实战、效率与成本等方面，同行实现充分较量。

5月31日，在杭州举行的“2018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中外物流大佬对行业变革的方向释放了清晰目标：国内快递包裹生产量趋向日均10亿件，“新物流”概念渐趋
明朗，物流业降本增效推送中国制造提档全球竞争力，智能物流骨干网支撑“国内24小时达、国际72小时达”等。

“1小时达”落地郑州 各路科技大神赋能物流业

本季“6·18”，在河南省会郑
州所能实现的最快网购产品是什
么？答：天猫旗下的“1小时达”。
包括郑州在内，同批落地该项服务
的国内城市共21个。

据了解，“1小时达”侧重搭载
水果、肉蛋禽及预制熟食等生鲜商
品以及部分休闲零食、乳品饮料
等。本季 6·18，其虽只支撑了
800多款单品，却是国内物流业提
档升级的清晰缩影。

这是因为，传统网购线型宅配
路径，是“消费者发现商品——下
单——卖家发货——物流商接单
——消费者签收”。最快时效是

“当日达”（当日上午11点前下单）。
而“1小时达”则是立体化解

决方案。它首先在地理区位上锁
定CBD、目标社区、学校等，设立
宅配“前置仓”（便利店或小型仓
库）。此后，后台的大数据系统测
算待售商品在目标区域的可消费
群体人数和预期消费量，将商品提
前送入“前置仓”，并向目标用户精
准推送商品信息。待客群下单后，
由第三方物流商或便利店迅速提
供近距离宅配。

这是国内物流业首次驾驭“大
数据+仓配前置+高效物流平台”

规模化实战。
事实上，各大物流商后台的各

种新科技加载，远不止如此。如在
“2018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包
括“四通一达”、北航天宇、熊猫新
能源、菜鸟等企业，各自拿出了看
家新武器，这包括智慧物流园、无
人机、无人仓、无人车、机器人，也
有扫脸取件智能柜、家用温控取件
柜、超高快递塔等新型末端宅配设
备。可以说，中国物流商正在接受
数字化、智能化、终端系统化的全
副武装。

试想一下，如支撑蔬菜、肉蛋的
网购宅配时效可全面进入1小时，百
姓家里还需要买大冰箱吗？事实
上，这正是5月31日的“2018全球
智慧物流峰会”上，中国物流业大佬
在讨论“新物流”概念时抛出的新话
题：当快递包裹（指外卖）打败了方
便面，会不会接下来打败冰箱？

为何会提出“新物流”？当日，
主动来“凑会”的阿里巴巴集团董
事局主席马云的理由是：“5年前，
中国的快递包裹创奇迹地达到92
亿件；如今，国内快递包裹量已超
过400亿件，位居世界第一。同
时，国内快递包裹日均生产量趋向
10亿件。”

“新物流”概念趋明朗
“大数据+行业大协同”催化中国制造战斗力升级

——从活动看，体验便捷更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