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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技术快速发展，推动了物流

业创新升级，新一代立体化、智

能化物流体系正加快形成。我

国物流企业不仅极大地改变了

消费者的日常生活，而且开始

走向全球，搭建供应链基础网

络。未来，由于物流已超越传

统货物运输的概念，现代物流

体系将成为智能城市竞争力的

核心战略资源

“未来 5 年至 10 年，我们希望同社
会各界共建全球智能供应链基础网络，
并将社会物流成本降到 5%以内。”在日
前举办的“2018全球智能物流峰会”上，
京东物流CEO王振辉说。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
长、现代物流研究中心主任刘秉镰表示，
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物流业必须
不断向创新型、智能化方向发展。

行业呈现四大变化

刘秉镰认为，伴随经济改革、技术创
新、产业升级，各行各业物流需求日益增
多。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后，电商等新
的商业模式带来了新增物流需求。

“物流业发展呈现新模式、新技术、
新特征、新格局四大变化。”刘秉镰说，在
模式上，企业需要了解大数据、人工智能
可能对未来物流业和服务对象产生的冲
击。在技术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
快速发展推动了物流业创新升级，新一
代立体化、智能化物流体系正加快形
成。在特征上，产业融合与资源共享越
来越明显。在格局上，物流业正加速升

级并完善空间布局，提供更多智能服务
和组织模式，不断对外开放。

DHL 全球快递中国首席执行官吴
东明说，消费者行为驱动着产品设计、生
产和分销，这也给供应链带来了更大挑
战，全球物流企业都想方设法让供应链
变得更加智能、迅速和便捷。王振辉也
表示，物流企业正从简单追求提升搬运
效率，转向搭建全球智能供应链。

让世界感受“中国速度”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供应
链水平是影响企业乃至国家全球竞争
力的关键因素。阿特拉斯航空首席商
务官 Michael Steen 表示，消费驱动
的供应链不仅推动货机需求上升，也
对全程信息的透明性、及时性提出了
更高需求。

刘秉镰指出，亚太地区正逐步成为
世界贸易、物流中心，随着互联网、大
数据与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物流行业正
经历平台化创新，探索多领域协同的新
供应链模式。当前，我国物流企业不仅
极大地改变了消费者的日常生活，而且

开始走向全球，搭建供应链基础网络。
与会专家认为，中国供应链场景的

复杂与多元让中国物流企业在模式创新
及科技应用上具备了显著优势，应以此
为引领，加快全球智能供应链基础网络
建设，推动降本增效和产业升级，让全世
界感受“中国速度”。

“我们的目标是在全球构建‘双 48
小时’通路，实现中国 48 小时通达全
球，并提升世界其他国家本地物流时
效；同时，实现当地 48 小时送达，帮助
中国制造走向全球、全球商品进入中
国。”王振辉介绍，目前京东已逐步将服
务在印尼、泰国、美国等落地。比如，在
曼谷开通了“211 限时达”服务，让当地
消费者享受“上午下单，下午送达”。

雄牛资本创始合伙人李绪富说，供
应链管理是许多企业的战略核心，是对
传统产业价值链的一种重塑和颠覆，将
释放出巨大价值。

“比如，我们与雀巢去年联合建设预
测、销售和补货平台，不仅提升了双方供
应链协同的力度，也大大减少了库存。”
王振辉说，供应链管理的最终目的是通
过减少库存，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未来物流什么样

未来物流是什么样？像胶囊一样的
无人车穿梭于地下隧道，连接城市物流
中心及市内站点；全地下或半地下物流
中心使地面空间占用趋于零；输送管道
将包裹从地下输送至住宅楼及写字楼，
实现无人化送货入户……

事实上，无人机、无人车、无人
仓、无人超市等无人科技和智能技术，
已成为当下领先物流企业的标配。未
来，由于物流已超越传统货物运输的概
念，现代物流体系将成为智能城市竞争
力的核心战略资源；通过智能物流建
设，大大提升城市流通效率。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湘生指出，城市
物流是供应链基础网络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未来智能物流的重要实现场
景。目前，不少国家相继开展空间物流
相关科学研究，以解决城市交通、安全、
用地、成本效率等问题，自动物流系统
将带来全新的工作与生活方式。

峰会当天，京东物流联合南开大
学、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等9家
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了城市智能物流研
究院 （雄安）。研究院将在雄安新区管
委会指导下运行，聚焦京津冀世界级城
市群智能物流枢纽规划等，服务雄安新
区智能物流和智能城市建设。

雄安新区首席信息官张强介绍，雄
安新区是从零起步建构的一座新城，可
以实现物流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
城市交通社区设施等同步规划、同步建
设。雄安新区将全力推进数字城市与物
理城市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实现所有物
理空间的全数字化、城市活动数据化，推
动政务数据、社会数据以及个人数据的
全面融合、流通、共享和深度应用。

刘秉镰建议，发展物流业要在推进
技术、占有市场的同时，做好物流标准
体系建设。要基于大数据提升物流管理
技术，做好物流企业和企业物流的有效
融合。要发挥市场机制，进一步统筹物
流管理体制，消除地区障碍。

有望将社会物流成本降至5%以内

新一代智能物流体系加快形成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浙江萧山：

打造产业数字化标杆区
本报记者 韩 叙

完善行业用车管理机制 应对“禁摩限电”管控措施

同城配送用车正逐步“上道”
本报记者 吉蕾蕾

近日，为促进同城配送行业上
下游企业协作，由北京市自行车电
动车行业协会主办、北京三快在线
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创新与发展
——同城配送用车行业发展高峰论
坛”在北京举行。

论坛上，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
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牵头
成立“同城配送阳光服务联盟”，参
与制定行业配送人员安全规章制
度，共同参与解决同城配送行业用
车标准化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节奏加
快，同城配送行业顺势兴起。近年
来，同城配送市场规模保持持续增
长态势。据不完全统计，2017 年末
全国同城配送市场用户规模已突破
3亿，订单量超过 55亿，全年累计交
易额突破2000亿元。

同城配送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带
来了极大便捷，实现足不出户买到
如意的商品，其自身发展也为社会
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然而，在行业迅猛发展的同时，
也随之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配送
车辆车型不统一、不合规、难监管，

配送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交通事
故频发、充电过程存在安全隐患等。

从政策环境来看，同城配送行
业规范正不断完善。以外卖行业为
例，2014 年 11 月份，商务部和国家
发改委颁布的《餐饮业经营管理办
法（试行）》首次出现对外卖送餐服
务的管理规定。随后，各地陆续推
出“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管理办法”，
约束外卖配送行业的行为。

在北京，中国贸促会商业分会
和外卖企业自发共同起草的《外卖
配送服务规范》团体标准于 2017 年
9月 1日起正式实施，有效填补了配
送服务机构管理标准的空白。

然而，即便同城配送行业规范
不断完善，但在行业用车管理层面，
全国各地政策标准并不统一。部分
城市相继出台了“禁摩限电”管控措
施，对同城配送提出了严峻挑战。

对此，同城配送企业在推动用
车标准化进程上也纷纷出招。美团
外卖质量控制总监章若愚介绍，以
外卖配送工具——电动车为例，美
团外卖正积极与车辆厂商协作，开
发符合新国标的配送交通工具，并

建立智能化车辆安全体系，实现提
前预警、事中介入功能。同时，搭建
充、换电服务网络，以保障骑手规范
使用车辆及充电过程安全。

章若愚表示，未来美团将以餐
饮外卖为核心，覆盖城市居民日常
生活需求，并承接美团外部订单；以
末端配送为核心，逐步探索仓储中
转等多种形式，提供同城物流一站
式解决方案；以物流服务为核心，搭
建涵盖商流（美团平台）、信息流（大
数据）、资金流（金融服务）的完整同
城物流体系及配送基础设施。此
外，还将在落实交通安全平台化管
理措施基础上，加强监控预警，共同
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如今，在“互联网+”和新零售背
景下，同城配送在电子商务发展过
程中起到了基础保障作用。因此，
建设高效物流配送体系已经成为现
代流通业发展的关键环节。

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
相关负责人认为，同城配送行业要
在政府监管下逐步完善用车管理机
制，推动行业持续、稳定、有序发展，
从而规范和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在圆通速递杭州转运中心的超级机器人分拨中心，工作人员将包裹交给机器人

自动化分拨。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萧山区将着力打造‘1+4+X’
产业发展规划，使萧山产业发展之
路走得更科学、更稳健。”10 月 23
日，在萧山产业创新发展新闻发布
会上，杭州市萧山区副区长魏大庆
表示，萧山将努力打造产业数字化
标杆区，吸引全球创业创新者。

萧山区招商局副局长王立加告
诉记者，“1+4+X”中的“1”是指经济
产业布局着重“两带两廊”，即钱塘
新兴产业带、机场临空经济带，风情
科创走廊、时代智造走廊；“4”是指
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世纪城、空港

经济区、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4个全
区最重要的平台；“X”是指将带来无
限想象的科创平台，包括四大产业
新城、两大产业基地等。

萧山是浙江经济强区。2017
年，萧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150 亿
元，三次产业结构占比为 2.8∶39.2∶
58，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千亿元；
人均GDP接近2.5万美元。

近年来，萧山积极融入杭州大
都市圈，借助大数据、云计算、VR、
机器人等新技术助推传统产业跑出
转型“加速度”。随着科大讯飞、阿

里巴巴“城市大脑”、网易人工智能、
商汤科技、传化智联等一大批龙头
企业相继汇聚萧山，萧山正在逐渐
实现从“制造”到“智造”的跨越。

萧山区招商局副局长瞿浙澄表
示，一是“以链招商”，即以产业链为
核心，形成集聚效应。萧山已摆脱
了“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的无序状
态，更加有的放矢；二是“以商招
商”，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萧山作为杭州‘拥（钱塘）江发
展’的‘桥头堡’，将依靠创新驱动，
打造更多先发优势。”魏大庆说。

大陆面板对全球增长贡献率达78%

新闻回放：10月24日发布的《中国新型显示产
业蓝皮书（2017-2018）》表明，中国新型显示产业
取得了长足进步，对全球产业发展贡献不容忽视。
2018年全球显示面板出货面积将达到2.13亿平方
米，同比增加 1780 万平方米，增长率为 9.1%。其
中，中国大陆面板企业出货面积同比增加1390万
平方米，对全球增长贡献率达到78%。

点评：与芯片、存储器类似，面板在信息、通

信、家电等相关产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

型显示技术应用前景广阔，产业具有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特征，世界上仅有少数国家和地区掌

握话语权，是我国需要奋起直追的领域之一。要

用长远战略眼光培育壮大新型显示产业，避免相

关产业被别人“卡脖子”。

我国人工林规模居世界首位

新闻回放：日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消息
称，根据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我国人工林保
存面积达 6933 万公顷，占全国林地面积的 36%；
人工林蓄积24.83亿立方米，占全国森林蓄积量的
17%，人工林规模居世界首位。2009年至2013年
期间，我国人工林年均采伐量1.55亿立方米，人工
林采伐量占森林采伐量的 46%，木材供给增加量
的85%以上来源于人工林。

点评：人工林是全球森林资源重要组成部分，

是缓解采伐天然林、提供木材供给的有效补充，同

时还在生态修复、景观重建和环境改善方面有重

要作用。人工林已被纳入应对气候变化、固碳减

排国家战略。目前，我国人工林建设从以木材为

主，正逐步转向木材生产和发挥生态作用并重。

老年用品市场有待开发

新闻回放：近日，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
2018年学术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老年学和老年
医学学会会长刘维林表示，老年用品市场潜力巨
大，目前我国自主开发的老年用品才 2000 多种，
日本已达4万多种，德国是2万多种。我国老年用
品市场亟待开发。

点评：随着我国老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养老产

业前景巨大。未来，老年电子、康复、护理、丧葬等用

品市场将快速增长，老年日用品、老年医疗器械等市

场将会成为新的增长板块。对于企业来说，要密切跟

踪消费者需求，开发适销对路产品。

在当前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下，行业风口更迭

不断，母婴品牌重构升级，给了母婴产业从业者

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

凯儿得乐，一家成立仅3年多的母婴新零售品

牌，凭借区隔化的品牌定位、尖刀产品策略以及

三位一体的体验式营销模式，在数千同类品牌中

迅速突围，精准圈粉中国宝妈，不断刷新行业认

知，成为国内母婴行业的一匹黑马和行业新零售

研究的标杆品牌。

借着母婴行业迅猛发展的风口和深圳创新创

业氛围及完整的制造产业链，凯儿得乐把产品、

服务、渠道做到了精益求精，从一个初创品牌迅

速做成了销售网络覆盖全国、供应商遍布全球的

大产业。截至目前，凯儿得乐已累计开设线下专

营店 3100 多家、入驻医护渠道 1800 多家、实体

店6000多家。

基于对传统制造行业体系的认识，加上良好

的商业嗅觉和思维能力，凯儿得乐很快就打通了

“产品思维体系、渠道思维体系、供应链思维体

系、品牌思维体系”四个思维体系的发展逻辑，

从而快速构建了凯儿得乐较为完整的现代制造业

发展战略。

首先是产品体系的

打造。凯儿得乐初期选

择 以 纸 尿 裤 为 核 心 品

类，通过尖刀产品策略

积 累 了 第 一 批 原 始 用

户，后续扩大至女性护

理以及家居品类，满足

家庭一站式购物需求，

同时不断加大科研投入

提升用户体验。如凯儿

得乐 2018 年 5 月发布的

果 C 纸尿裤新品，是凯

儿得乐在纸尿裤领域最

新科研成果应用，通过

精 益 研 发 驱 动 产 品 创

新，实现产品价值立体提升。

其次是制定渠道战略。多渠道的模式，有

助于降低渠道风险，并最大限度地与用户建立

连接和触点，收集用户数据和反馈。作为一家

以社交电商起家的品牌，目前拥有的 50 万人

经销商团队，犹如毛细血管活跃在各个终端市

场 ， 与 传 统 母 婴 企 业 经 销 商 制 度 形 成 错 位

竞争。

第三是供应链体系。凯儿得乐从初期的自建

工厂，到如今与巴斯夫、3M、汉高等全球 500 强

企业和国内优秀企业形成战略合作，以保证供货

系统的高效率、可控性。

第四是品牌战略。凯儿得乐从企业初期就贯

穿品牌意识，品牌的定位、设计、营销、传播等

各个纬度，以凯儿得乐为企业核心品牌，打造消

费者认可的、有温度的中国母婴品牌。

未来三年，凯儿得乐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发展

战略和目标，以产品创新为引擎，加大自主品牌

科研投入，利用自身发展优势进行创造性结合探

索，提升国际竞争力，同时携手更多合作伙伴，

共同把中国母婴行业做大做强。

凯儿得乐：

四大思维构建新零售模式
做有温度的母婴品牌

·广告

凯儿得乐（深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CEO程程女士介绍公司发展战略和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