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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怪兽充电

进驻高瓴资本峰会

上周，高瓴资本主办的“与时偕

行 洞见·非凡 2019 瓴峰会” 举行，

投资界多名大咖围绕融合创新、价

值创造等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新趋势

展开讨论。 作为高瓴资本持续投资

的共享充电宝品牌， 怪兽充电应邀

进驻会场，全程服务大会。 现场，怪

兽充电为参会嘉宾提供高效充电速

度与流畅借还体验。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怪兽充电已铺设线下数

十万公共消费场景， 服务用户超过

1 亿人。

全国

67

城上线

“

1

分钱乘公交”

日前，京东支付在天津、大连、

厦门、 唐山等全国 21 个省的 67 个

城市开展“1 分钱乘公交”活动。 只

需一部手机，每次 1 分钱，就能借助

公共交通工具“打卡”这些城市。 据

介绍， 近年抖音等短视频对城市旅

游推广有促进作用， 乘坐当地公共

交通工具畅游城市的场景频繁在短

视频中出现，获得众多用户认可。据

京东方面透露， 京东支付已覆盖全

国 135 个城市， 支持 12000 条公交

地铁线路， 通过移动支付解决办公

交卡难、没零钱乘车、排长队买地铁

卡等问题。

腾讯联手中粮

推产业数字化升级

日前， 腾讯与中粮集团达成战

略合作，双方将在智慧农业、工业互

联网、智慧地产、智慧零售、智慧党

建与扶贫和智慧办公等多个领域合

作，将中粮集团在产业、资本、管理

等方面优势与腾讯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技术相融合， 共同推进

企业数字化、 网络化和智能化的转

型升级。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

行官马化腾表示：“双方合作以数字

化助手的定位，在已有合作基础上，

为中粮集团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战略

级支持。 ”

偶像衍生消费

80

后成主力

返利网近日公布的最新消费数

据显示，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3

月， 平台产生的明星相关消费高达

2 亿元，人均约 1233.1 元，同比增长

15.1%。 其中，明星同款服装最受欢

迎。平台中 80 后追星群体的客单价

和消费金额双双“冒尖”，人均消费

达 2419.71 元，为总人均消费的 1.96

倍。 相关分析认为，80 后已经成为

职场主力，消费力强，部分与职场相

关的热播剧，能带动 80 后消费。

京东物流调薪引思考

多元化业务或成快递新机会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卢云龙

近日，京东物流取消底薪的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为此，京东集团 CEO刘

强东在上周一深夜发表公开信，称取消底薪制度但有提供揽件提成，新制度下广

州有京东物流员工月赚 8 万元。 相关数据显示，物流行业在经历高速发展后，已

进入“两极分化”阶段。 业内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京东物流大刀阔斧改革迎合

了目前行业所需，未来物流行业或向头部企业靠拢，并向多元化发展。

京东新制度强调多劳多得

记者日前采访了刘强东口中的“八

万哥”———京东广州番禺区大石营业部

配送员黄少波。 据黄少波给记者看的工

资单可见，今年 2 月，他的总揽件数为 13

万件， 平均一天 4333 件；3 月份收入近 8

万元，全部是揽件提成。

据黄少波晒出的工资单截图，3 月份

所发的绩效奖励为 79787.34 元。 不过，月

赚 8 万元并不是黄少波的“常规操作”。

黄少波称，京东物流改制之后，积极揽件

的员工确实可以拿到月薪上万， 而他今

年 3 月份收入暴涨， 与春节期间企业业

务需求有关。

有业内人士认为， 京东物流近期大

刀阔斧改革， 与物流行业近年的变化有

关。 根据 1 月 16 日国家邮政局公布的

2018 年邮政行业运行情况，2018 年中国

快递业务量为 507 亿件， 增速为 26.6%。

相关数据还显示，2010 年到 2015 年，我

国快递业务量增速基本保持 50%左右。

由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与苏宁易

购联合发布的《2018 快递员群体洞察报

告》显示，2016 年至今，中国快递员数量

增加 50%，总数已达 300 万人。 国家邮政

局公布的数据还指出，2018 年全国快递

服务企业单件收入为 11.9 元， 相比 2017

年的 12.37 元继续下降。

雷科技负责人、资深电商行业观察者

罗超认为，快递行业在过往几年经历了高

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后，即将面临“僧多粥

少”的难题。京东物流在近期下狠心改革，

或与其对行业发展判断有关，“京东物流

在近期已开放了个人快递业务，明显将物

流/快递看成发展重心之一。 ”

物流行业出现两极分化

在京东物流取消底薪制度之前，快

递行业已经出现了明显动荡。

今年以来， 已有多家快递公司相继

被淘汰出局。 3 月 12 日，如风达官方微博

宣布，“为达到战略转型， 我司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起暂停公司部分业务。 ”此后其

微博再无更新。 3 月 22 日，国通快递人事

部下发一份停工放假的通知。 通知称，

“自 2018 年以来公司经营困难，处于严重

亏损状态，目前已经处于停工状态，并且

为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做了努力， 但预计

在未来公司仍将长期处于停工状态。 ”

与之相对， 头部物流企业仍有不错

效益。 京东物流今年初宣布将新增 1 万

名员工， 招聘对象以一线员工及基层管

理者为主。 2018 年京东物流及其他服务

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142%， 大幅强化了京

东的净服务营收能力。 4 月 9 日，菜鸟裹

裹宣布了一项快递员增收计划： 未来 3

年，要在线接入数十万名快递员，通过提

升寄件服务，帮助快递员人均增收 20%以

上。 而在此前，3 月 11 日，阿里宣布对申

通快递投资 46.6 亿元， 之前阿里已投资

中通、圆通和百世汇通，截至 2019 年 3 月

18 日，阿里及关联公司在中通、圆通、申

通和汇通股份占比分别达到 10%、11%、

14.6%和 29%，“四通一达” 五大平价快递

巨头，只有韵达尚未加入阿里生态。 公开

资料显示，获阿里“加持”的多个物流企业

均处于盈利状态。

中国电商研究中心助理分析师陈礼

腾认为， 目前快递行业发展较好的企业

中，大部分与电商巨头合作紧密。

同城配送成快递业新商机

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 知名物

流专家杨达卿指出， 物流行业经历高速

发展之后，增速放缓符合商业规律，物流

企业也正在积极挖掘新的增长点，“除了

找寻电商企业作‘靠山’，近年发展迅猛

的同城配送也成为一大商机。 ”

本月初，瑞幸咖啡宣布新入驻合肥、

佛山、沈阳和昆明等 14 个新城市，全国入

驻城市总量达到 36 个。 据瑞幸咖啡方面

表示，其平台大部分订单来自外卖配送，

“我们强调半小时将咖啡送到用户手中，

在物流方面要求较高，给到配送员的提成

也较为丰厚。”此外，盒马“半小时达”、“天

猫超市一小时达”以及众多大型实体超市

“线上下单门店发货二小时达”的需求，也

让即时配送成为快递行业的新机会。 目

前，顺丰同城物流服务已覆盖全国 275 个

城市，拿下瑞幸咖啡、肯德基、必胜客、麦

咖啡、优衣库、永辉等多个新零售平台/品

牌的订单。

记者观察

2019

年阿里、京东和苏宁

都盯紧拼多多正在深耕的农村

电商市场。京东

2019

年三大重

点战略第一点就是 “专注拓展

低线城市”；苏宁在下沉市场开

更多店面的同时， 成立 “拼基

地”上线“苏宁拼购”。 可见，下

沉电商对快递公司也是新的机

遇， 平价快递公司或会跟着电

商一起下沉低线城市， 避免被

挤压出局。

近日，京东物流宣布取消

配送员底薪引发大众关注。 据

京东集团主席刘强东称，京东

物流 2018 年全年亏损超过 23

个亿，这已经是第十二个年头

亏损了。 京东集团对物流改制

的同时， 也积极开设新业务。

京东物流自去年开始正式开

通个人快递业务，到今年 3 月

已有 31 个城市开通了个人快

递服务。

上周，京东快递宣布面向

商家和个人推出特瞬送同城

服务， 最快可实现 30 分钟送

达。 据京东物流负责人介绍，

该服务目前已在北京、 上海、

广州、 长沙 4 个城市推出，未

来会逐步拓展至更多城市。

相关报道

京东物流在广州

推出同城快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