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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还在抢东西，我已经收到快递了”、“小哥 6 点就来

敲门”、“这个周日是被快递小哥砸醒的”⋯⋯据说，今年双11

剁手族最大的“烦恼”，不是抢不到心仪的商品，而是上午还没

醒来，就遇到接二连三的快递小哥敲门。

几年前的爆仓情况已经很少看到了，你收到包裹的速度

越来越快。今年11月11日0点12分钟，上海嘉定区朱桥镇

的刘先生就收到了来自圆通速递送出的全网第一单快递。

爆仓已成过去时，今年双11收货变快了

第一单才12分钟，这是怎么做到的
本报记者 陈婕 朱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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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11 日，由阿里巴巴等电子

商务企业共同参与的第九个“双11全球狂欢

节”掀起一波消费高潮。昨天，钱报记者从浙

江省商务厅了解到，阿里巴巴公布当天网络

平 台 实 现 销 售 额 168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9.4%。据测算，当天全网实现网络销售额

2595 多亿元，再次刷新全球零售历史记录。

浙江作为电子商务强省，在本次活动中网络

销售大量指标均创新高。

今年“双 11”当天，浙江省实现网络零售

额 421.3 亿元，网络零售顺差 223.6 亿元，卖

方市场强于买方市场。其中，天猫平台是浙

江省网络销售主渠道，当日天猫活跃网店数

达 2.6 万家，销售商品数 2.5 亿件，共实现销

售额 358 亿元，同比增长 33.6%。省内居民

实现网购消费 197.7 亿元。其中，天猫平台

上的网购消费为 168 亿元，同比增长 42.8%，

仅次于广东省，排名全国第二位。

杭州、金华、宁波等3地销售额居全省前

三位，占全省总额的 76.8%，比去年提高 7.4

个百分点。从行业分布来看，销售排名前三

的行业分别是服饰鞋包、家居家装、3C数码，

占比分别为44.7%、15.9%和11.3%。移动端

消费成为主流，今年我省消费者通过天猫移

动端消费的金额达到151亿元，占比90%。

通讯员 钟欢欢 本报记者 马焱

“双11”当天，浙江实现网络零售额421.3亿元

菜鸟网络2.8天快递签收过亿
355个城市24小时收到包裹

当第九个双 11 成为全球狂欢节后，双

11的包裹物流速度也越来越快。

根据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11月11

日主要电商企业全天共产生快递物流订单

8.5 亿件，同比增长 29.4%；全天各邮政、快递

企业共处理 3.31 亿件，同比增长 31.5%。据

国家邮政局预计，11 日至 16 日期间，全行业

处理的邮件、快件业务量将超过 15 亿件，最

高日处理量突破 3.4 亿件，平均业务量达到

2.5亿件，是今年正常业务处理量的2.2倍。

去年双11当天共产生6.57亿包裹，其中

超 9 成只用 3 天完成配送，平均每个包裹比

前一年快了 15 小时；1 亿包裹的签收，2013

年用了9天，2014年用了6天，2015年用了4

天，2016 年用 3.5 天。今年的双 11 快递速度

再度提升，仅用 2.8 天，天猫双 11 的第 1 亿个

订单就送到用户手中，再次提前0.7天。

根据菜鸟网络提供的信息，全网第一单

快递订单仅用 12 分 18 秒不久签收成功。截

至 12 日下午四点，全国已有 355 个城市（含

港澳台）收到包裹，签收量排名前十的城市分

别是：上海、杭州、苏州、广州、北京、深圳、南

京、宁波、成都和东莞。355 个城市完成签收

意味着快递 24 小时送达已覆盖全国。双 11

当天，物流订单已发货超3.66亿件。

12分钟第一单背后的秘密
快递与电商的协同提速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速度，与快递物流企

业们的提前备战关系密切。来自国家邮政局

的统计，“双 11”期间，邮政全行业投入近

300万人、3000万平方米场地、9万辆干线运

输车辆和90余架全货机，行业能力储备较日

常增加了3到5成。

此外，今年给钱报记者一大感受是，除了

传统的人、车、仓的增加外，快递企业均加大

了各自在科技领域的投入。在中通转运中

心，原来装货至少要四个人耗时 60 分钟以

上，有了一台全球最长的 16.4 米自动伸缩机

后20分钟就能完成；圆通速递上海中心引进

了四套自动分拣设备，日均处理量150万件；

在百世分拨中心，风暴自动分拣系统使分拣

效能提升3倍，分拣正确率可达99.9%。

今年各家的智能化仓储机器人也纷纷上

岗了，将传统仓库“人找货”变成了“货找人”

的模式。菜鸟首次使用机器人仓群作业；上

海苏宁 AGV 机器人仓，目前穿梭着近 200

组仓库机器人，驼运着近万个可移动的货架；

京东建成全流程无人仓，实现从入库、存储，

到包装、分拣的智能化和无人化。

在钱报记者看来，快递与电商之间的高

效合作与协同，影响巨大。得益于在菜鸟智

慧物流网络的协作下，商家已经提前把货物

就近放在消费者身边。下单立发货成了今年

双 11 的一大物流保障。“今年快递企业双 11

不同往年，更多的是数据的整合共享。这需

要企业相互合作时实现信息的快速对接。”快

递专家赵小敏表示，根据最新的各类快递数

据比对，此次双11期间的快递量大约需要一

周的时间处理，这已比往年的 8 至 10 天提速

不少，菜鸟网络的后端数据整合和分流的作

用效果比较明显。

不过，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提醒，虽然

全行业应对高峰的能力得到增强，但是由于

同样的快递网络要承担超出 2 倍的业务量，

尤其是末端的快递员劳动强度非常大，难免

会在服务上出现疏漏，因此也希望广大消费

者对此给予理解和包容。

本报讯 杭州海关统计数据显示，11 月

11～12日，杭州海关已监管验放跨境电商出

口商品 61.4 万票，价值 2268 万元；验放出口

清单数量同比增长 1.4 倍，金额增长 67%。

“由于双 11 的提前预热，上个礼拜的出口量

就已经上来了。”杭州海关驻邮局办事处监控

查验科科长袁见介绍，上这个周末迎来了出

口高峰。

关员董志浩告诉钱报记者，双 11 期间，

出口量增加很快，而各地的邮件到的时间都

不一样，基本上要凌晨三四点结束监管，再在

监管场所的躺椅上小睡三四小时，第二天继

续上岗。

本报记者 陈婕 通讯员 朱菁 李晗

杭州跨境电商
出口增加了1.4倍

本报讯 昨天，福布斯中国和外联出国共

同发布《2018 全球人才流动和资产配置趋

势》报告，这份报告聚焦人才环流的大格局，

近年来，人才流动从单向流动转为多向流动

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中国留学生为例，出国

人数和回国人数的比例，已经从 2006 年的

3.15:1变为2016年的1.26:1。

报告显示，82.23%的留学生选择回国发

展。2016年，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就达到

43.25万人。留学回国人员的学历构成中，超

过八成是硕士研究生学历。截至2016年底，

“千人计划”已经引进 6000 余名海外高层次

人才。 本报记者 马焱

福布斯中国发布人才报告
八成留学生选择回国发展

本报讯 买买买的一周刚过，“双十一”原

本是什么节日你还记得吗？11 月 11 日，杭

州的商界人士及各个领域的俊男靓女集合在

一 起 ，度 过 了 一 个 主 题 为“someone in

the crowd”的纯白风格“双11单身节”。

在初步了解后，40 位嘉宾进入到告白气

球环节。本次活动希望更多的单身青年们能

有个机会丰富自己的社交圈，认识更多新朋

友。本报见习记者 高佳晨 通讯员 秦嘉雯

今年“单身节”
一批俊男靓女“脱单”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