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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万元、20 辆货车——2011 年，白
如冰依靠这些家底，在成都创立了四川驹
马运输有限公司。4 年后，他把公司更名
为四川驹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深耕“互
联网+城市配送车队”新型物流模式。

白如冰说，公司名称之所以没有放弃
“驹马”二字，就是因为公司的发展目标仍
是为解决城市配送服务的“最后 50 公
里”的问题。

6 年过去了，驹马公司创造出了一种
新型的城市物流模式——城市智慧物流
生态圈。

今年 4 月，普洛斯、新希望、拓锋投
资、联创投资和鼎祥投资联合为四川驹马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债权合计投资
4.5 亿元，这是驹马的 B 轮融资，融资额为
A轮的10倍。

“你是我们完成 B 轮融资后我见到的
第一位记者，踏实做好企业比名声在外更
重要。”素来低调的白如冰历来“善于”在
取得成绩的时候给自己“泼冷水”。

从生意人到创业者

白如冰一直试图去掉身上“生意
人”标签，成为一个“创业者”。传统
车商最怕同行知道进货价、销量、利
润，而现在的驹马非常欢迎同行参
观，“只有让大家知道你、了解你，才
会有更多人愿意和你‘玩’”

2011 年，经营着成都一家卡车 4S 店
的“80后”小伙白如冰的生活非常舒坦。

“拿着卖车的提成，喝喝茶看看报，甚
至可以不到店里上班也不耽误干活，一个
月下来挣的钱也不少。”原本可以在这个
行业轻轻松松干到退休的白如冰某天突
然“灵光闪现”：为何来买车的都是个人，
从来没有大宗采购。

白如冰不愿意再闲着了，他用 1 个月
的时间飞了全国七八个城市，发现这个现
象是通病。大宗采购很难吗？“我们卖一
台车挣几万元，你拉一单货挣四五百元，
是不是傻？”疑惑中，白如冰拿出200 万元
积蓄，买了 20 辆车，用自己的钱完成了第
一笔“大宗采购”。

白如冰的第一个合同是和苏宁电器
签订的在成都市锦江区的一条运输线。
他将 20 辆卡车按每 10 辆一组，分为两
组。在货源稳定的前提下，A 组车的运营
模式是，招收 10 名驾驶员，由白如冰自己
来管理车辆并为司机发工资。B 组车的
运营模式是，将车租给 10 名驾驶员，租期
为两年，两年后车辆为驾驶员所有，每单
货运收益归驾驶员。

“一年试验期，我自己管理的那 10 辆
车，每个月都在亏钱，司机偷货、偷油卖，
车辆返修率高，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我租
出去的 10 辆车，出车率、配送率达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一年下来车子跟新的一样，
我赚到了租金，而且每位司机净赚 14 万
元。”白如冰说。

这次试验坚定了白如冰转行的信念。
2011 年，四川驹马运输有限公司成

立，主要服务于传统物流行业。2013 年，
白如冰的“车队”规模已拓展至 300 余
辆。在他自己看来，此时的自己仍然是传
统的“生意人”。2015年5月，驹马物流获
得了来自物流巨头普洛斯的第一笔投资。

至此，白如冰觉得自己能够称得上一
名“创业者”了。

“实事求是地说，驹马成立运输公司
的时候，存在很多不规范的操作。我更看
重的是让车子跑起来，让司机挣到钱，怎
样规范化运营一家公司，我根本没想过。”
白如冰笑言。

假如不转型，驹马会怎么发展？事实
上，早在 2014 年，驹马物流的营业收入就
已经破亿元，白如冰如果继续踏实做个

“生意人”，他可能比现在过得要轻松许
多。但是，白如冰一直试图去掉身上“传
统”的标签。

“一个传统的车商最怕什么？怕和别
人聊天，怕被同行知道自己的进货价、销
量、利润，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机密’。一
个传统的生意人最难的是什么？是干掉自
己，颠覆过去的商业模式。一个传统的创
业者最怕什么？最怕自己的模式被人复
制，他害怕别人比他干得更好。”白如冰说。

在白如冰看来，创业就是一个从传统
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今天
的驹马欢迎同行来参观和交流，欢迎比我
更厉害的人才来到企业，只有让大家知道
你 、了 解 你 ，才 会 有 更 多 人 愿 意 和 你

‘玩’。”白如冰不怕被同行超越吗？在他
看来，起跑线上的时间优势足以让驹马物
流永远“先人一步”。

从倒数第一到正数第一

驹马早已是西南地区规模最大

的城配物流公司，但白如冰下决心不
再当井底之蛙，并有了“拥抱资本”的
念头，“用好资本就是用好一把利剑，
可以帮你提升思路和开阔视野，让一
家公司高效运转”

白如冰的创业路上有两个“倒数第
一”。

第一个：参加大小论坛、各类会议，他
永远坐在倒数第一排。不善与人交流的
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需要站到讲台上为
项目做路演，需要走到坐在第一排的投资
人面前展示自己。

第二个：第一次参加创业大赛，就得
了个倒数第一。

2014年9月，白如冰受邀参加了在苏
州举行的“东沙湖杯”千人计划创业大
赛。当得知自己的商业模式是从上千个
项目中选出的 20 个参赛项目之一时，白
如冰信心满满。

比赛的结果是：倒数第一。
“你知道我的对手都讲什么吗？纳米

医学、虹膜生物识别⋯⋯几乎每一位参赛
者都可以全英文完成路演。当我站在台
上时，脑中一片空白。”白如冰笑着说，全
程路演他早就忘了自己讲了些什么，倒数
第一在情理之中。

尽管当时白如冰的驹马物流已是西
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城配物流公司，但“走
出去”以后，白如冰看到了自己和“创客”
们的差距。“我不能再当井底之蛙了。”

比赛结束后第二天，白如冰买了最早
的机票回到了成都。

修改商业模式、深入北上广调研、和
更多更有趣的同行一起“玩”，甚至锻炼自
己的口头表达能力，白如冰在接下来的几
个月一刻也没有闲着。

2014 年 11 月 28 日，白如冰作为 8 位
参赛者之一，参加了“2014 运联峰会·最
后一公里模式创新PK大赛”。

“台下坐着包括普洛斯、亚马逊、京东
在内的 100 位物流行业最专业的投资人，
每人限投1次票。我一个人得了68票，这
是一次颠覆性的胜利啊！”从下午 5 点比
赛结束到深夜 12 点，不停有人给白如冰
打电话，他一共见了 8 位投资人。白如冰
承认，当下有些膨胀了。

这次，白如冰还是选择在比赛完的第
二天一早回到成都，而且他没有接受任何
一家资本伸出的橄榄枝。

回来后，他给自己布置了两项任务：
第一，弄清楚什么是资本。第二，弄清楚
什么是互联网。

通过朋友引荐，白如冰这位喜欢坐在
“最后一排”的创业者要走到资本大咖的

面前，去和他们交流。
“我跟大城市的朋友联系，只要有机

会和投资大拿吃饭就一定要带上我。我
会买早上的机票赶过去，就是为了吃一顿
饭，哪怕连一句话都没能搭上，但是几次
下来就有人知道这个年轻人。”白如冰说。

天道酬勤。两个月下来，白如冰开始
有了“拥抱资本”的念头。“用好资本就是
用好一把利剑，可以让你快速实现自己的
想法，可以帮你提升思路和开阔视野，让
一家公司高效运转。”白如冰说。

长期以来，白如冰最仰慕的是亚洲最
大的物流基础供应商和服务商普洛斯。
通过朋友引荐和普洛斯负责人吃过几次
饭以后，白如冰自掏腰包跟随普洛斯去了
一趟日本。在看项目的过程中，白如冰终
于和这位负责人搭上了话。不仅如此，他
还把他们的团队请到了都江堰的青城山。

“我当时也没啥想法，就是想请他们
来喝喝茶。”嘴上说是只想和别人喝喝茶，
白如冰当然不会放弃拼命“推销”自己的
机会。

2015 年 5 月，驹马物流完成 A 轮融
资，投资方正是普洛斯。

尤为难得的是，尽管已经完成了 B 轮
融资，但白如冰还是保持了创业时的“独行
侠”姿态。“我们一共拥有 10 位股东，没有
一位提出要参与公司的决策，保持了绝对
的独立性。为什么有的创业企业，投资人
会提出加入决策层，其实反映出对创业者
个性、对公司前景的一种担忧。”白如冰说。

从10辆车到5000辆车

驹 马 物 流 设 计 了 一 套 标 准 的
“互联网城配生态圈”，根据配送目
的地科学规划配送路线，驾驶员只
负 责 开 车 ，客 户 可 实 时 监 控 货 运
状况

A 轮融资完成后，白如冰还是在“最
后 50 公里”上辛勤耕耘，不过这一次，他
把棋子布到了全国各地。

2015 年 12 月，蓬勃发展的驹马物流
分公司遍布深圳、重庆、长沙、武汉等十余
个大中城市，2016 年，驹马物流实现了全
国省会城市全覆盖，拥有的车队规模超过
5000 辆，合作伙伴包括顺丰、京东、沃尔
玛等多家大型企业。

货运企业挣货运差价，在当今被认
为天经地义，甚至在外行看来，这就是
企业盈利的“大头”，但是白如冰不这
样看。

驹马物流依然沿用了最初的商业模
式：大宗采购货车，租给货车司机，从平板
车到重型货车，每辆车每月的租金收入是

2400 元至 3000 元不等，租金收入成为公
司的利润点之一。

曾经取笑白如冰靠拉货挣钱的 4S
店车商如今已经没有了话语权，大宗采
购让白如冰可以直接从货车生产商那里
下订单，几百上千辆车的订单让驹马物
流拥有了更高的议价能力。

驹马物流 70%的驾驶员是“90 后”。
“很早就有人质疑，以后开货车的人会不
会越来越少。当然不是，我们吸收的这
些年轻的驾驶员反而更有活力、学习能
力更强、更好管理。”白如冰说。

最让白如冰骄傲的是，驹马物流2016
年年初用两个月时间搭建起来的100人互
联网团队。这100名员工为驹马物流设计
了一套标准的“互联网城配生态圈”。

“每一辆货车的方向盘右侧都搭载
了功能强大的显示屏，司机通过它实时
接单，车辆需要维修时，20 分钟之内修
车人员就赶来。加油、吃饭，任何需要
用钱的地方，动手点一点，通过‘打白
条’的形式，钱马上到你的卡里。”白如
冰介绍。

如何控制成本？白如冰介绍，在选
择客户时，驹马物流不会选择运量波动
太大的公司，但是对可预测的淡旺季用
车波动实行科学调度。“‘双 11’‘6·18’这
类购物节车辆需求量大，我们会提前安
排车辆，尽量在波峰时段满足客户的需
求。”白如冰介绍，驹马物流所搭载的车
载导航会在驾驶员当天接单完成后，根
据配送目的地科学规划配送路线，让货
物高效送达。

“驾驶员只负责开车，客户可以通过电
脑实时监控货到了哪里、是否安全送达，这
样一种良性的物流生态建立在优质的服务
之上，司机‘趴着’等生意、客户担心丢货的
状况再也不会出现了。”白如冰说。

白如冰如今已经开启“司机创业扶
持计划”，通过接纳一批、培训一批、支持
一批的“三步走”策略，为进城务工的农
村劳动力提供优先就业和资金扶持。接
纳一批：驹马物流从进城务工人员中，挑
选一批诚实、稳定、可靠的司机，予以优
先接纳、货源扶持、金融倾斜等相关激励
政策，帮助其在城市站稳脚跟。培训一
批：驹马物流对司机免费进行商务、谈
判、驾驶等方面的高级培训，使其成为驹
马标杆，行业先锋。支持一批：对于表现
优良的司机，驹马物流鼓励他们成为驹
马专属的物流经纪人，进行资金、货源方
面的更多倾斜，支持他们从一辆车，走向
十辆、百辆规模，彻底成为创业老板。

融资 4.5 亿元后白如冰说，自己不会
因此盲目扩张，“无论何时，我都只专注于
城市配送服务，冲刺，只在‘最后 50 公
里’！”

四川驹马：

“ 冲 刺 ”最 后 50 公 里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畅

驹马物流车队参与扶贫助残捐赠物
资运输。 （资料图片）

创业者言
● 有人说，资本就像吸

血鬼，最好别碰。在我看来，

那是你还没和资本成为朋友，

不知道该把资本用到何处

● 与其在一个没有活

力的传统行业里偏安一隅，不

如跳出固有思维大胆创新。

敢于创新不仅是要颠覆过去

的自己，还要用更包容的心态

去接受来自竞争者的挑战

驹马物流车队。 （资料图片）

“危难时刻他及时出手
相救，我们全家都很感激！”
说起被救时的情景，小李几
度哽咽。

6月中旬，大雨已经肆虐
闽西大地多日，多处山洪奔
涌。6 月 16 日傍晚，福建省
上杭县白砂镇塘丰村干部李
瑞文照例来到屋后的河边巡
查险情。

突然，一阵急促的呼救
声从身后传来。李瑞文回头
发现，有两个身影在汹涌的
河水中不断挣扎。李瑞文马
上大喊：“有人掉水里！赶紧
救人！”李瑞文的妻子闻声也
跑出屋子大声呼救。

落水的是邻居小李和母
亲。眼看小李母子俩逐渐被
河水冲远，李瑞文边喊边捡
起一根长竹竿，沿河岸朝落
水者奔去。但水流太急，母
子俩没能抓住伸过去的竹
竿，又被河水冲出去十几米。

幸运的是，前方有根铁
条横在河中，母子俩赶紧抓
住这根铁条。然而，在湍急
水流的冲击下，小李母亲还
是被冲脱了手。追赶中的李
瑞文看到小李似乎想要松手
去救母亲。他大声朝小李
喊：“不要松手，抓紧铁条！”

“这对小李来说太危险
了，不能让他去冒这个险。”李瑞文后来回忆说。

狂奔了200多米后，李瑞文已经有点气喘吁吁，但
前面一条支流挡在他面前。有过多年当兵经历的李瑞
文没有多想，迅速脱去外衣，一头扎进凶猛的洪水中，
奋力向对岸游去。虽熟悉水性，还是被呛了几口水。
游了七八米后，李瑞文抓住河岸旁的草丛爬上岸冲向
小李所在的河边。

此时，小李还在河水里沉浮，随时都有再次被冲走
的危险。李瑞文赶紧又找来一根长竹竿伸向小李，但
小李在20多米宽的河面正中，竹竿远远够不着。“抓紧
铁条，慢慢爬过来。”李瑞文一边大喊，一边光着双脚朝
河水靠近。随后，李瑞文站稳脚跟，弯低身子，将竹竿
尽量往前伸。终于，在河中慢慢往前移的小李抓到了
李瑞文伸过来的竹竿，他用力一拉，自己倒在岸边，小
李也顺势上了岸。

救起小李后，李瑞文又赶紧循着河流方向寻找小
李的母亲，希望能把她救起。但遗憾的是，小李的母亲
已被大水冲走。3天后，村民们才发现她的遗体。

“我儿子不会游泳，瑞文一看到我儿子落水，虽然
他自己已经很疲惫，却马上跳下去救人。真的很感谢
他！”小李的父亲李美东感激地说。

“我曾经当过5年兵，又是共产党员，群众有难，我
必须要上。”李瑞文坚定地说。

福建上杭县共产党员李瑞文勇救落水村民

—
—

﹃
群众有难

，我必须要上

﹄

本报记者

薛志伟

通讯员

林斯乾

本报北京 7 月 12 日讯 记者代明报道：“顶梁柱
健康扶贫公益保险项目”今日在北京启动，该项目由中
国扶贫基金会、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金服共同发起，为
国家级贫困县 20 至 60 岁的建档立卡户免费投保，预
期到2020年，累计覆盖贫困人口1000万。

国务院数据显示，2015年底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
中，因病致贫占到 44.1%。特别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动
力即“顶梁柱”一旦倒下，这个家庭很快就会陷入困境。

据悉，项目将以阿里巴巴“公益宝贝”、蚂蚁金服“爱
心捐赠”两个互联网公益平台，面向公众募捐。募集的
善款进入中国扶贫公益基金会，由基金会通过合作保险
公司完成投保，并定期向公众反馈项目进展和善款使用
情况。蚂蚁金服副总裁尹铭介绍，由于移动公益平台、
图像识别技术、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让“顶梁柱”项目精
准扶贫的效能、效率、透明度都得到极大提升。

健 康 扶 贫 公 益 保 险 项 目 启 动
创新精准扶贫模式

驹马物流参与共享单车运输。
（资料图片）

本报北京 7 月 12 日讯 记者刘慧从今天在北京
举行的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六
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将于 7 月 28 日至 30 日在内蒙
古库布其沙漠召开。

据论坛执行秘书长赵勇介绍，第六届库布其国际
沙漠论坛是落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一次
重要会议，主题为“绿色一带一路，共享沙漠经济”。来
自全球的300多位政要、企业家、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
将重点探讨“一带一路”沿线等荒漠化严重地区防沙治
沙合作、生态科技创新、绿色金融、消除贫困等国际社
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第六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将办
沙漠治理成“一带一路”合作新领域

本报北京 7 月 12 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民政
部、国家减灾委办公室今天公布2017年上半年全国自
然灾害情况。经核定，上半年，我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
成全国 4557.6 万人次受灾，204 人死亡，83 人失踪，直
接经济损失 518.9 亿元。总体看，灾情与 2009 年以来
同期均值相比偏轻。

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30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中近 60%的县级行政区不同程度
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灾情主要集中在西南、华中和华
东地区。全国灾情与近年同期均值相比偏轻，受灾人
口、死亡失踪人口、农作物绝收面积、倒损房屋数量均
轻七成以上，均为2009年以来最低值。

民政部、国家减灾委：

上半年全国灾情相比近年均值偏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