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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不久举行的 2019 中国·天
津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天津港口岸
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服务推介
会吸引了众多目光。也是在这场推
介会上，中国天津外轮代理有限公
司与来自天津、河北、新疆等地的 10
家企业签署了“阳光物流加盟店”和

“一站式阳光价格”服务协议。
天津港口岸促进贸易便利化服

务措施，在来自北京商务局、山西商
务局、河北省发改委以及陕西、内蒙
古、甘肃、宁夏、新疆等口岸单位负
责人的见证下，又一次辐射到了京
津冀、“三北”地区，乃至更广阔的内
陆腹地。

从变“竞争”为“竞合”，下好津
冀港口“一盘棋”到搭建起辐射京津
冀、三北等内陆腹地及世界各国的

“海陆一体化”物流网络，再到在全
国港口率先降费推出“一站式阳光
价格”等诸多措施，跑出口岸贸易便
利化“加速度”……在服务京津冀协

同发展上，天津港的确是发挥了显
著的作用。

目前，天津港大港港区 10 万吨
级航道已建成使用；在海运、铁路、
物流、贸易等领域，天津港与央企开
展全方位的合作，积极承接北京非
首都功能疏解；牵手曹妃甸港申报

“京津冀自由贸易港”，港口群信息
共享、建设智慧港口，实现了由竞争
走向竞合的转变。

此外，在通关一体化方面，京冀
“无水港”增至 10 个，吸引京冀地区
货源向天津集聚。 2017 年，天津口
岸进出口总额中，来自北京与河北
的货物比重达 29.8%，京津冀地区集
装箱货物量占比更是超过天津港港
口吞吐量的 80%。

“天津港不仅是天津市的门户，
也是京津冀地区、我国北方地区的
门户，更是内陆腹地国际贸易的‘桥
头堡’，是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重
要港口。天津港对外开放层次和水

平的提高，可大大降低腹地的贸易
成本。”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经济政策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宁涛说，“令人欣慰的是，天津港没
有独享优势，而是惠及更多伙伴。”

在河北曹妃甸综合保税区，有
个文峰木业产业园，以往这里进口
的原木、板材需要在天津港卸货再
用汽车转运至曹妃甸，物流操作复
杂、运输效率低下、综合成本较高。
去年 1月，天津至曹妃甸综合保税区
码头环渤海内支线开通。3个月后，
天津港与曹妃甸港区又开通了外贸
集装箱班轮航线。这意味着，外贸
进口集装箱货物可从天津自贸试验
区天津港片区出发直接运抵曹妃甸
综合保税区码头。

曹妃甸综合保税区港务有限公
司市场经营部负责人齐建辉直言 :

“这一举措实现了天津自由贸易区
功能向河北港口的延伸拓展，外贸
进口集装箱可享受到自贸试验区、
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多重政策。
以平行进口汽车为例，直接在曹妃
甸综合保税区清关，物流成本可降
低约四分之一。”

津冀港口“竞合”发展带来了河
北省港口的“质”“量”齐飞——5 年
来，河北省港口新增生产性泊位 55
个，泊位总数达到 213 个 ;集装箱吞
吐量增加 287 万标箱，达 426 万标

箱。 2018 年，河北省港口通过能力
和货物吞吐量再创历史新高，双双
突破 11亿吨大关。

与此同时，在京津冀三地的另
一个顶点上，港口带动效应的红利
也在进一步释放。

“这几年，北京企业在天津港的
获得感也在逐步增强。”说这话的是
北京市商务局陆港管理处调研员尹
海。

他说 :“一方面，京津两地相关部
门、天津港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跨
境贸易便利化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
策，大大降低了北京企业在天津港
口岸的费用和通关时间。另一方
面，不仅天津港在北京设有两个无
水港，北京物流企业也在天津港集
团支持下在自贸试验区设立了京津
物流园，京津两地的商贸合作更加
紧密。”

在宁涛看来，为服务京津冀区
域发展，津冀两地港口之间的互动
日益增加，带动的将是整个区域的
经济活力，“更重要的是，天津港是
打造海上和陆上两个经济走廊的双
向开放平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
的推进，内陆与港口的联动将更加
活跃，天津港将极大促进内陆的对
外开放水平，加快构筑内陆开放型
经济新格局。”

（本报综合报道）

物流永远是一个规模效应非常重的行业，这个规模取决于上游集团
军的商流以及覆盖的场景是不是全景覆盖。

巨头们手持重金入场，总是给业内玩家造成一种行业欣欣向荣、我
辈即将大干一场的视觉感，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日，饿了么在杭州阿里巴巴西溪工业园召开发布会，宣布旗下的
即时物流平台蜂鸟进行战略升级：第一，原来的“蜂鸟配送”升级为“蜂
鸟即配”；第二，“蜂鸟即配”宣布独立，将向全社会开放自身的即时配送
服务。

“蜂鸟的全面升级，不仅意味着它作为阿里本地生活的核心竞争力
的升级。”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总裁王磊表示，

“这更标志着本地即时配送行业的新一轮变革已经开始。”
而就在之前，其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团也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宣布“美

团配送”全面开放给第三方，非平台商家也能够直接使用配送服务。
短短一个月，即时配送两大巨头运力相继开放，是巧合吗?

商流引导物流的逻辑

2011 年 11 月 11 日，这一天被
称之世纪光棍节，极具话题性的热
门节日让消费者购买力空涨，也就
是在这个“双 11”，让快递大佬们
第一次感受到了“爆仓”的含义。
原本 3 天的时效，用了近 2 周的时
间才慢慢消化。此外，包裹的延
误、破损等问题，更是让快递企业、
商家和平台倍感煎熬。

也就是从那以后，快递企业们
开始不断优化自家的流程，建设新
转运中心，在科技智能上投入巨
资，通过改造干线、转运中心和末
端的建设，让快递爆仓逐渐成为了
历史。

商流引导物流，这句话在即时
配送上也同样适用。

目前，即时配送行业已经成为
物流行业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未
来的五年，即时配送行业仍将保持
30%以上的增速。预计到 2020 年，
市场规模将突破 2000亿元。

回顾即时物流的发展史，外卖
行业的大爆发可以说是促进即时
物流发展的重要因素，外卖初期最
大的问题就是送餐时间长而且质
量差，有时候送来的汤类食品很容
易洒，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美团
和饿了么两大平台才开始自建物
流体系，以保障自家每天数以百万
外卖单子的服务质量。

此外，随着新零售概念和本地
生活服务理念的不断加深，鲜花、
文件、蛋糕等非外卖订单数量也逐
渐增加，也涌现出一批闪送等在更
细分领域深耕的企业，但是相比于
日超过千万的外卖订单，其只能算
少数。

换句话说，正是最初美团饿了
么的外卖订单涌入，才造成如今即
时配送市场蜂鸟、美团、新达达的
三足鼎立的局面（达达起家依靠的
也是外卖订单）。

可见，即时配送走过的发展路
径，是依靠商流的不断升级来驱动

的过程。事实上，这个逻辑反过来
同样成立：谁拥有了商流，谁就会
在即时配送的赛道上占有优势 !

点我达创始人赵剑锋曾表示：
“物流永远是一个规模效应非常重
的行业，这个规模取决于上游集团
军的商流以及覆盖的场景是不是
全景覆盖，你是只能送外卖还是送
快递，你是能揽件还是可以派件，
还是在揽配送这三个场景里面都
能打通。”

美团配送：美团配送有美团外
卖和快驴两大零售端口作为后勤，
上游商流无需顾虑。再回顾美团
的无边界打法，场景覆盖方面也将
越来越多样。

蜂鸟即配：事实上，从阿里收
购饿了么那一刻起，外界就明白，
阿里看中的是饿了么即时配送的
能力，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收购了
行业另一家巨头点我达。因为阿
里新零售整体搭建的“三公里理想
生活圈”、天猫超市“一小时达”、
盒马鲜生“三公里内 30 分钟达”以
及“24 小时配送”的战略布局，需
要大量的即配运力作为支撑才能
逐渐实现。据了解，目前饿了么的
数据现已全部嫁接到了阿里云
上。这也意味着，阿里的大数据将
会给蜂鸟即配带来更加强大的算
力和运力。

新达达：达达在并入京东之
后，不再局限于餐饮外卖，而是率
先开始进行生鲜、日用品以及鲜花
蛋糕的配送，通过与沃尔玛、永辉
等大型商超合作，新达达也成为三
巨头中非外卖订单占比最高企业，
在“双 11”和“618”等特殊时节，新达
达骑手也会承接京东的快递订单。

根据比达咨询的调查研究，
2019 年 Q1 阶段美团配送、蜂鸟即
配、新达达已经占据了行业接近
80%的份额，而随着行业竞争的加
深，预计拥有商流加成的三巨头优
势会愈发明显。

配送独立的意义在哪?

物流与供应链资深专家黄刚
表示：当物流达到一定规模后，走
向社会化和资本化是必然的。

首先，物流原本就是一个成本
中心，而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企业能够占有的市场份额也是有一
定限度的，当达到一定限度不能再
扩大利润的时候，这时候如果能有
效降低在企业成本中占据相当高比
例的物流费用，就等于说提高了企
业的利润。

通俗点来说，以前想通过物流
挣钱的方法就是一个字：省!

其次，是资本化和社会化。当
物流做到一定的规模后，就不单仅

仅服务于本企业的业务，更多的是
和外面的业务结合起来。正如美
团配送服务于美团配套的商流，蜂
鸟为饿了么做配送，当其独立出
来，目的首先就是成本中心、运营
管理都独立。

最后，配送独立可以提供更多
个性化的服务，即时配送更多的服
务本地生活类的商家，那对配送的
需求就更为多样，商务文件需要什
么类型的配送，蛋糕需要怎样的保
存，企业需要根据不同的客户提供
合适的解决方案。比如蜂鸟就为
星巴克提供个性化的专星送和驻
店骑士服务。

真的是群雄逐鹿吗?

事实上，即时配送行业从开始
就是一片红海，各家也是使尽浑身
解数提高订单的派送效率和用户
体验。

王磊也在发布会上表示：未来
3 年将在全国建设 2 万个全数字化
即配站，依托阿里的大数据能力，
对骑手进行数字化管理，例如有多
少骑士具有冷冻商品配送的能力，
多少骑士具备远距离运输的能力
等等，通过大数据调动和订单最为
匹配的骑手。

美团配送 CTO 孙致钊介绍：目
前，美团配送依托于美团“超脑”即
时配送系统，实现全系统派单，在
高峰期每小时路径规划高达 29 亿
次，平均 0.55 毫秒为骑手规划 1 次
路线，平均配送时长目前已经缩短
至 30分钟以内。

可以看出，巨头们在通过科技
的力量提到订单的匹配水平。但
是，配送始终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
行业，不管是美团还是饿了么，他
们的解决方案都是通过提高单量
规模和密度，来降低物流成本，换

言之，谁的骑手多，谁的单子就多，
同样，谁的单子多，谁的骑手就多。

美团高级副总裁兼到家事业
群总裁王莆中曾表示：美团外卖日
完成订单量已于 4 月 20 日超过
2500 万单。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
司总裁王磊也透露：目前阿里体系
的订单占蜂鸟总体单量的 30%。

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美团配
送更会跳出外卖的圈层，一方面配
合快驴做 B 端配送，另一方面则开
拓更多的非外卖订单；而蜂鸟即配
则是先消化更多来自阿里方面的
订单。相同的是，两者都希望用更
多的单吸引更多的运力，用更多的
运力支撑商业体系。

如此看来，与其说是即时配送
群雄逐鹿，不如说是巨头们借此机
会进一步稳固业务根基，以保证自
己“基础设施”级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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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是全国路网密度最高、交通运
输最繁忙的地区之一，但也是发展最不均衡的地
区之一。经济发展，交通要先行。6 月 30 日，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 、社科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

《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19）》。蓝皮
书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五年来，三地已
在非首都功能疏解、交通、产业、生态、创新等多
个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已从战略谋划阶段进入
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关键阶段。

5 年来，京津冀交通协同发展成果如何？5 年
来，京津冀三地携手合力，从交通先行、经济增
效，到生态向好、服务共享，正有力有序有效地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轨道上的京津冀”、环首都

“半小时通勤圈”“蓝天保卫战”“产业升级实现
1＋1＋1>3”等等，这一切正一步步从蓝图变成
现实。

前不久召开的北京市委市政府京津冀协同
办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协同综合处
处长周浩介绍，北京今年工作要点共安排 90 项
具体任务，根据工作要点，2019 年，北京将疏解提
升市场 50 个、物流中心 16 个。

周末到北京参加同学聚会的
石家庄市民小王，用“京津冀交通
一卡通”在北京刷卡乘坐公交车和
地铁，“真是太方便了，既不用带
零钱，又省去了不少排队买票的时
间。”

一卡畅行京津冀，京津冀协同
发展给三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

截至 2019 年 2 月底，河北省约
1.6 万辆城市公交车和石家庄地铁
与京津实现“一卡通”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卡累计发行 91 万张。除
此之外，广袤的燕赵大地还有更多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越来
越多的群众正在享受京津冀协同
发展释放出的红利。

今后几年，更快的交通“连接”
将进一步缩短京津冀之间的城市
距离。

根据《北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 2019 年工作要点》，北京市在
交通方面：今年将加快京港台高铁
京雄段前期工作，力争开工建设京
雄高速，京雄城际铁路（北京西站
至新机场站段）今年底将建成投入
使用，实现京张铁路年底建成通
车，京礼高速延崇段工程完工；高
标准建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实现
6 月底竣工验收，9 月底前建成通
航。今年 5月 13日，机场已成功实
现试飞；另外，还要深化京津口岸
合作，持续推动通关一体化改革，
推进北京空港、陆港与天津港口的
共享合作。其中，京雄城际铁路北
起京九铁路李营站，南至雄安站，
经由大兴、固安、霸州，到达雄安
新区，全长 92.78 公里，共设 5座车
站。北京境内李营至大兴机场设计
时速为 250 公里，大兴机场至雄安
新区设计时速为 350公里。

天津则近期将结合京雄铁路
建设增加津保铁路联络线，远期规
划新增津雄城际铁路。5 月 31 日，
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端出了大菜：天津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正按照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编制要求，开展新一轮轨道交通
线网规划编制工作，预计将于年底
前完成。此次规划以建设“轨道上
的京津冀”为目标，构建融合城际
铁路、市域轨道、城市轨道、中运

量公交的多模式一体化轨道交通
网络。在区域铁路规划方面，为加
快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会同市
交通运输委等部门，配合中国铁路
总公司组织开展了《京津冀核心区
铁路枢纽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
强化天津与北京、河北雄安和周边
城市的铁路联系；与北京新机场联
系方面，近期建设北京新机场联络
线；与雄安新区联系方面，近期结
合京雄铁路建设增加津保铁路联
络线，远期规划新增津雄城际铁
路，形成天津与雄安新区及西部地
区的高速铁路通道；此外，规划还
引入环渤海城际铁路、津承城际铁
路、津沧城际铁路等，紧密联系承
德、唐山、沧州等周边城市，增强
天津在区域铁路中的协调组织功
能。目前，该规划已形成阶段成果
上报国家相关部门履行审批程序。

河北省 5 年来新改建京港澳、
京台、京沪、京昆等高速公路 2100
公里，新改建国道 G111、G228 和省
道 S308 等普通干线公路 2316 公
里，总里程达到 19255 公里。到
2018年底，河北省与周边省市干线
公 路 接 口 新 增 19 个（与 京 津 10
个），达到 157 个，其中，高速公路
49个、普通干线公路 108个。

2019 年，河北省将确保延崇高
速公路主线 81.7 公里 2019 年底建
成通车；张家口宁远机场改扩建工
程年内竣工；张家口南综合客运枢
纽加快建设，省道 S231 张榆线开
工建设；加快京新京藏高速联络线
建设，适时启动密涿高速三河平谷
交界路段；结合过境北京货车绕行
政策，推进首都地区环线调整，做
好密涿、京沪高速联络线前期工
作；服从服务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和
大兴国际机场建设，结合通州区与
廊坊北三县协同发展规划，编制综
合交通专项规划，开展国道 G102
改线、安石路西延等项目研究；结
合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总体
规划，编制区域综合交通专项规
划，开工建设大兴国际机场北线高
速廊坊段和国道 G105 京冀交界路
段；加快建设京秦高速遵化至秦皇
岛段，开展省道 S215 等项目前期
工作。

一条潮白河，隔开了北京通州和三河燕郊。近
年来，燕郊聚集了上百万人口，其中包括数十万

“北漂一族”。他们白天进京上班，晚上回燕郊居
住，途经燕郊的 102 国道是北三县进京主要通道，
已陷入长期严重拥堵，打通进京新通道势在必行。
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号角吹响，作为区域协同
发展的“开路先锋”，交通一体化与生态环境保护、
产业升级转移一道，被确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
率先突破领域，为此，京冀合作共建横跨潮白河的
燕潮大桥及连通大桥两侧道路的工作进入快车
道。3 月 29 日，燕潮大桥正式通车，这条“断头路”
跨越潮白河实现通车，成为京津冀互联互通的一个
缩影。

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实施以来，打
破了各自为政的利益格局，改变了“一亩三分地”
思维定势，“断头路”相继打通。据统计，五年来，
京津冀已累计打通“断头路”1600 公里，环首都半
小时通勤圈覆盖区域逐步扩大。

5 年间，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率先突破的三大
重点领域之一，京津冀三地的交通协同发展逐步向

“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理协同”方向
迈进，互联畅通的区域公路网初露真容，一大批

“硬骨头”正被逐渐啃掉，协同发展让京津冀的公
路交通布局更加优化。

滨唐公路由天津滨海新区通往河北唐山。几
年前的滨唐公路汉沽段双向 4 车道的公路已经通
车，而河北省一侧是 2 车道的渣石路，小客车很难
通过。现在，宽阔平整的公路可以直通河北曹妃甸
地区，路况已完全变了样。

“协同发展，让许多过去难以解决的问题得到
破解。”天津市交通运输委相关负责人说，梅丰公
路等已完工，滨玉等三条公路正在加快建设，项目
建成后将基本消除跨省市“瓶颈路”，天津市与北
京市、河北省的普通国省道接口将基本实现同标准
对接，全方位融入区域和国家高速公路网。

连通京冀豫的太行山高速公路是列入《京津冀
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的重点工程。2018年年
底主体全线开通后，便捷的交通大大拉近太行山区
与北京的距离，张家口进京时间从 3 个多小时缩短
至 2 小时，石家庄到张家口公路距离缩短 130 公
里，人员往来减少了通行时间、货物降低了运输成
本。

作为河北省扶贫攻坚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保障
项目，太行山高速公路可以让蔚县、武安的小米，
阜平、赞皇的大枣，唐县、平山的核桃，内丘的苹果
这些太行山土特产更方便快捷地运输到京津等城
市。

2018 年，河北省与京津联手打通京秦高速京
冀、冀津连接段等高速公路和松兰公路、京蒋公路
等普通干线公路“对接路”200 多公里，已经通车的
京秦高速京冀、冀津连接段等，进一步拉近了唐山
北部地区与京津之间的距离，方便了群众出行。

B
打通“断头路”实现联通

从竞争到竞合从竞争到竞合，，津冀两地港口互动频繁津冀两地港口互动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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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配送即时配送
到了寡头时代到了寡头时代??

□ 越兴

△秦皇岛港远景。

天津港生产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