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式揭秘：便捷省心

快运兔是一个智能化物流平台，专业为中小企业
提供中长途运输解决方案和代管服务。以“人工智
能+模式创新”为核心，精准解读中小企业物流运作
需求，通过整合优化社会运力，提供门到门一站式服
务。帮助中小企业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大幅提升运作
质量和服务体验，真正做到“便捷、省心”。

有数据显示：中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 99%左
右，68.42%的中小企业年物流费用少于 50 万，其中有
44.7%年物流费用低于 20 万。这些企业，由于业务规
模小，议价能力差。

快运兔方面认为，中小企业存在明显刚需，即较
少的投入、相对简单的业务应用和较高的个性化满足
程度。基于此，快运兔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精准解读
客户需求，生成个性化服务解决方案，通过整合优质
运力资源，线上+线下高效服务响应，为中小企业提
供全国一站式门到门服务。“物流代管”是快运兔专
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制的创新服务模式，主要包括：

“运力代采购”和“业务代运作”。
运力代采购，可以高效整合社会运力，剔除中间

环节。单个中小企业资金有限、运输量小且分散，议
价能力弱，不过由于快运兔集合了众多企业运单，使
之与运力端统一议价，从而降低成本。此外，通过其
搭建的 AI 平台，还可以对用户进行物流运输属性标
签采集，然后根据每个客户的不同标签，通过智能系
统自动匹配出合适的运输方案。据介绍，海量运力储
备+透明化采购+集成议价+目标成本控制+优化运作
路由，种种举措之下，快运兔使运输费用比原来低
20%以上。

业务代运作，为货主提供全过程专业化门到门服
务。快运兔不仅可以提供全渠道下单、7x24管家式专

业服务，还可以预先对客户运输需求做深入解读，并
且通过人工智能对需求进行精细化处置。全程信息
化支撑，也实现了运单透明化跟踪。此外，快运兔还
为每一票运单标配货运保险，不仅费用低廉，而且一
旦出现货损货差，随即启动保险标准赔付流程，避免
了传统模式的扯皮推诿。

在物流代管模式下，客户只需提出运输需求，所
有的运输过程由物流代管服务方提供解决方案并实
施，直到保障货物运送到收货方手中。

由于模式创新，且有效抓住了客户需求，快运兔
扩张很快：2017 年在珠三角试点，2018 年开始异地复
制扩张，逐步布局到长三角、环渤海、海峡西等经济
圈，如今，不仅形成了直达全国区镇一级全域运输交
付网络，而且仍在向全国扩张。截至目前，其不仅成
功服务数万家中小企业，得到广大用户的高度认同，
业务上也形成了以大票零担的中长途运输为主，覆盖
小件快运、整车运输的矩阵。今年 5 月，快运兔平台
还进行了服务品质的全面提升，以期为中小企业提供
更加高效、便捷、安全的物流代管服务。

资本青睐：优势何在?

从竞争格局看，快运兔需要面对传统三方、运输
中介、专线公司及快运公司等竞争对手。但相比而
言，快运兔有着明显的竞争优势，比如通过运力集采
的方式，使其获得了价格优势。端到端数据跟踪，操
作简单方便，也有效提升了用户体验。这种代管模
式，使客户更加省时省心省力。

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快运兔的技术优势。物流一
直被认为是人工智能最先落地的领域，因为重复性劳
动较多。快运兔对此做了成功的实践：大数据+人工
智能，可以快速精准的实现运力匹配，有效的满足客
户的个性化需求。

清晰的定位，庞大的市场，有效的竞争优势，使得
快运兔赢得了资本青睐，快运兔 B 轮领投方、众为资
本创始管理合伙人张永汉认为：快运兔的客户定位为
中小企业，而当前国内中小企业的销售渠道呈下沉趋
势，需求明显增加。在其看来，零散化的物流需要更
高效的“一站式门到门”服务，需要成本更低，效率更
高的专业化运作服务。

新起点：实现产品与服务升级

据介绍，新品牌“快运兔”启动之后，其将应用全
新 VI 标准，这也标志着企业将提速发展，拉开进军全
国市场的大幕。其将加大投入，通过智能化平台的技
术和创新模式改造传统物流，大幅优化中小企业物流
运作成本和效率，为客户创造价值。 除了品牌形象
焕新，更值得关注的是快运兔产品与服务的升级。在
后续平台产品服务升级方面，快运兔将在时效保障、
安全保障和客户体验等方面，进一步提高服务标准，
与同业形成更大的差异化。值得一提的是，对客户最
关注的运输时效和货损理赔，快运兔也做出了明确的
服务承诺。

在时效保障方面，快运兔将率先推出大票零担业
务的全网时效保障计划，通过线下直营网点快捷服务
响应，基于大票零担标准化运作体系和系统智能化支
撑，为客户提供“限时未达，运费减免”高时效保障：
承诺时效内未能送达，运费减免，超一天减免 50%，超
两天运费全免，3个工作日内完成退款。

在安全保障方面，快运兔将通过持续加深客户需
求甄别，强化专业运作运力资源配置，实现全流程货
物安全管控，避免发生货损货差。此外，快运兔针对
意外损失风险标配货运保险，同时建立快捷赔付绿色
通道，确保货损 2000元以内 24小时内赔付，货损 5000
元以内 48小时结案。

“快运兔”的升级之路
□ 叶帅

最近，广州快兔物流科技有限
公司举办了“快步兼程——2020 快
兔物流品牌战略线上发布会”，会
上宣布品牌全面焕新升级，旗下智
能物流平台“快兔物流”正式更名
为“快运兔”。这是该公司自成立
以来迎来的一次重大品牌部署规

划与升级，同时也是其难得的一次
“高调”。此服务升级计划 5 月 15
日 开 始 ，在 厦 门 、漳 州 、泉 州 、青
岛、济南 5 个城市先行启动，逐步覆
盖全国市场。

该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8 月，成
立时间不算太长，加上或许是刻意

保持的低调，关于其的信息并不太
多，大部分是关于其融资的消息。
其股东阵营豪华，包括红杉资本、
创新工场、真格基金、众为资本、碧
桂园创投 VC 基金、奥拓投资等国
内国际知名投资机构。它为何赢
得了资本机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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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物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一批大项目、好项
目快速推进。

“济南作为内陆城市，要打造区域性物流中心，需
要建设一个与沿海港口功能一样的内陆港。”济南市
口岸物流办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济南已确定“一核、
一枢、两园”的物流空间规划布局体系，“路港、空港、
保税港、信息港”四港合一的国际内陆港成为推动全
市物流业提档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也
是当前物流中心建设的主战场、突破口。

济南国际内陆港的中央高端物流集聚区，设有济
南国际陆港大厦项目，由陆港大厦、电商大楼、商务
大楼和企业总部大厦 4 栋主楼及配套设施构成，未来
将聚集产业运营管理、政务商务办公、口岸服务、产
业金融、产业综合配套五大功能板块，实现跨境电商
平台、供应链管理平台、大数据与信息管理监管、供

应链金融服务、政务办公、企业总部办公、通关检验
区、配套服务中心等多维度智慧物流服务功能。

济南国际内陆港周边配套路网，如春晖路、温梁
路主车道计划 6 月底前建成通车，高端物流商务集聚
区引进的齐鲁国际冷链、水发智慧物流等项目已进
场。其中，齐鲁国际冷链全球采购交易中心项目包括

“一站式”冷链交易平台、电子商务交易中心、国际领
先的现代信息型物流中心、冷链物流基地等业态；水
发智慧物流项目由水发集团投建，引入中欧铁路货运
专线，为周边商贸市场、物流园区、产业园区提供多式
联运、物流服务、信息服务、期货交割、供应链金融、配
套服务等服务，建成后将成为山东省内重要的以多式
联运为特色的智慧物流园区；光大熙麦济南智能跨境
电商产业园项目将建设高标准库房、自动化库房、冷
库、展示交易厅、配套综合服务楼等，建成达产后，预计

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12亿元,年上缴税金约 7000万元。
除此之外，内陆港内的小清河复航工程全面开工

建设，正进行航道开挖 ;济南机场北指廊工程已进入
楼内施工及设备管线安装阶段，将于年内建成，下一
步机场货运能力将大幅度提高，有力促进济南外贸进
出口发展。

济南市口岸物流办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济
南市物流重点项目进展顺利，一季度物流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 12.2亿元，占年度目标任务 40.6%。

济南市提出打造区域性物流中心以来，物流中心
建设取得长足进步，2019年规模以上物流企业主营业
务收入是 2017 年的 1.64 倍 ;国家 5A 级物流企业达到
14 家，居全省、全国省会及副省级城市第一位；国家
级示范物流园区数量居全省第一位；物流业招商引资
额连续三年过百亿元。

本报讯（通讯员 王志彬）5 月 18 日，由物流
信息互通共享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圆
通速递有限公司主办，上海旷日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承办的“智能社区配送末端共享论坛暨物
流末端信息共享联合实验室启动仪式”在沪举
办，旨在通过行业交流，来探究利用科技赋能
的方式提升快递物流末端效率，推动流通方式
转型，促进消费升级。

本此活动作为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快件物流资源共享服务应用示范项目线下
交流活动，邀请到圆通速递、德邦快递、百世快
递、递易智能等项目单位出席活动。

据了解，目前我国快递物流行业企业众多，
头部企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大主流企业纷纷加
码物流配送网络，转运中心的规模越来越大，
新物流中心启用的消息不绝于耳，运力等相关
配套设施随之“水涨船高”。如果赶上快递物
流高峰期，企业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布局力度更
大，这些都会造成资源过剩，出现闲置现象。

快件物流资源共享服务应用项目负责人、
圆通速递副总裁英春表示，快递行业有旺季和
淡季之分，运力资源在满足快递物流旺季配送
需求的同时，也面临着需求低谷期资源闲置问
题。在这种情况下，共享模式就为快递企业如
何有效利用物流资源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英春进一步透露，快递末端存在服务碎片
化、非集约化、多主体等瓶颈问题。以突破快
递物流资源整合局限及非标准产品共享关键技
术为目标，圆通正在开发面向共享经济的快件
物流综合服务平台，为参与企业提供一个信息
门户，使企业之间实现资源信息共享与调度运
营。在应用场景层面，该项目将开展连接多家
物流企业仓、运、转、配全链协同的资源共享应
用示范，实现快递成本下降，快递配送时长减
少，业务量增加等多重关键指标提升。在不久
的将来，城市末端将从现有的单品牌快递员单
独派件逐步演化为多品牌快递混合派件。

物流信息互通共享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相峰
介绍，快递末端的成本占到快递公司总成本的 50%以上，在降
本增效的巨大压力下，提升末端收派的智能化、信息化水平成
为大势所趋。随着以智能快递柜、驿站为代表的新业态崛起，

“入柜、入站、入点”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视为完成配送
服务，相比之下，“到门服务”在快递末端配送中将逐渐成为
高端服务。相峰认为，快递柜具备公共服务属性，因此箱体地
址化或将得到确立。也就是说，随着快递服务进一步升级，快
递柜将从快递代收点升级成为快递投递目的地址。快递柜将
会获得统一的地址编码，方便于客户选择、快递公司投递，从
而提升快递柜的使用效率以及客户满意度。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 2020 年第 3 号公告，批
准发布 5 项推荐性物流行业标准。其中，中物联冷链委牵头
起草的《食品冷链末端配送作业规范》（WB/T1104-2020）行业
标准正式发布。

此项标准由中物联冷链委、上海安鲜达物流科技有限公
司、厦门市标准化研究院、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深圳市凯东源
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雅玛多（中国）运输有限公司、国家农
产品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久耶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利泰物流有限公司、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北京
阿格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将于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规定了食品冷链末端配送的基本要求和作
业要求，适用于对食品冷链末端配送的作业与管理。

旧形势

十多年前，生鲜电商就被誉为电商行业的最后一片蓝海，
吸引了无数资本和创业者，但是由于生鲜产品易腐烂变质的
自然属性，以及电商的虚拟性，使得生鲜电商的整个供应链具
有自身的特殊性，特别是冷链物流环节的时效性和食品安全
性。所以到 2016年全国 4000多家生鲜电商仅 1%盈利，88%亏
损，剩余 7%是巨额亏损。因而在企业盈利难的背景下，整个
行业近年来一直处于洗牌和缓慢发展中，大家似乎都在等待
一个新的风口。

新风口

借助新冠肺炎疫情下“宅经济”的崛起，“无接触配送”模
式的大火，给生鲜电商行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各生鲜电
商 app也迎来了销售额的井喷。

据统计，京东到家销售额增长 4.7 倍，每日优鲜增长 3.2
倍，叮咚买菜日均订单增长 3-4 倍，盒马日均蔬菜供应量增长
5 倍。如此高速的增长，我们不仅仅可以肯定“宅”在家年轻
人消费的实力，也可以看到 70、80后新消费群体的加入。

预计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宅”经济趋势将为生鲜电商带来
有效引流，客户消费群体扩大到 70后、80后，提升生鲜电商渗
透率，同时也培养用户的线上买菜习惯。

生鲜电商发展新机遇的到来，也对末端配送带来更高的
需求和要求。根据艾瑞咨询调研数据显示，生鲜电商用户期
待更快速的配送体验，30.7%的用户希望在几小时内收到商
品，28.8%的用户希望在 30 分钟至 1 小时收到商品，16.7%的用
户希望在 30 分钟内收到商品。现在情况下又增加了“无接触
配送”的模式，结合原有的签收、代收、自提柜等模式，末端配
送情况更加复杂。所以规范末端配送环节，可以进一步满足
生鲜消费对于时效性的要求，有助于提升用户体验，提升用户
粘性。

及时雨

末端配送作为最后一公里，是全程冷链从产地到消费者
的最后关键环节。目前国内针对于最后一公里的操作规范缺
乏相应的技术指导，急需建立冷链末端配送操作规范。此标
准的发布，正好弥补末端配送环节规范的空白，为食品的最后
一公里冷链物流运输服务提供指导，提高冷链末端配送企业
的服务质量，构建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形成“法律落实、体系建
设、标准实施”的良性机制，从而提升整个行业服务质量监管
水平，从技术层面、操作层面有标可依，使冷链末端配送行业
规范、快速、稳妥的发展。

标准发布实施后，中物联冷链委与起草单位将鼓励和引
导企业去学习、应用、落实本标准内容，同时联合各地政府、行
业协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开展标准的推广工作，深入电
商企业及冷链末端配送企业，协助企业解决现有难点、痛点，
共同推动食品冷链末端配送的发展。

(中物联冷链委特别供稿)

冷链末端配送标准
实现“真保鲜”

济南物流快马加鞭驶上快车道济南物流快马加鞭驶上快车道
□ 刘彪

5 月 18 日 14 时 30 分，满载中国重汽自卸车
的 75158 次中亚班列由山东济铁董家镇铁路物
流园始发。该班列的开行，标志着济南地区最
大的多式联运铁路物流园区——山东济铁董家
镇铁路物流园国际联运业务的正式开通。该物
流园的开通，为济南市打造国际、国内货运班
列开行中心，建设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基地和配
套仓储配送基地，冲刺区域性物流中心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持。

笔者从济南市口岸物流办获悉，济南一季
度快递物流逆势增长 22.7%，开行欧亚班列同比
增长 118%，重点物流项目建设完成投资额占年
度目标任务 40.6%……济南区域性物流中心建
设跑出“加速度”。

5 月 15 日的普洛斯济南高新物流园
里，山东顺丰公司的分拣员、运输员紧张忙
碌。今年一季度，这家企业营业收入 11.5
亿元，同比增长 44.4%。这只是今年以来济
南物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山东顺丰公司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
得益于市场和高新技术应用，业务年增长
30%以上，综合实力位居同行业前列。目
前，山东顺丰拥有 18 个中转场、640 多个营
业网点，1700多台营运车辆，服务网络覆盖
全省，每天 5 架专机停靠潍坊、青岛、济南
机场，总仓位 91.3 吨，日均发货量 82 吨，即
使在疫情期间，也能保障运输的时效性。

山东顺丰还不是疫情期间济南物流行
业增长最快的。一季度，在做好反走私工
作的同时，山东高速国储物流营收增长超
过 100%，以冷链物流为突出特色的济南维
尔康集团增长更是高达 385%，山东九州通
医药增速也达到 38%。济南市口岸物流办

公室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济南快递物流实
现逆势增长，增幅高达 22.7%。

快速增长背后是济南物流行业为抗击疫情、复工
复产付出的努力。“全市物流行业实现复工率三个百
分百。”济南市口岸物流办相关负责人说，规模以上
物流企业、16 个规上物流园区和 20 个重点物流项目
全部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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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集装箱整齐排列在一起，蔚为壮观……
这里说的不是沿海城市港口，而是济南董家铁路货
运中心。

尽管受疫情影响，济南一季度开行的欧亚班列
仍然跑出“加速度”。济南市口岸物流办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济南开行欧亚班列 83 列，同比增长
118%，远高于全国 15%、全省 39.7%的增幅，开行数
量居全省第二位，其中 3 月 35 列，居山东省第一
位。4月 10日，济南—德国汉堡班列开通，这是今年
济南新开通的第一条欧亚班列线路，济南欧亚班列
线路覆盖范围达到 13个国家。

国际物流大通道的快速高质量运转，为一季度
济南外贸的喜人形势提供助力：进出口额 280 亿元，
同比增长 21%，增速高于全省平均增速 24 个百分
点。其中，济南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102
亿元，增长 13%。

欧亚班列也在支撑山东外贸业绩。海关数据显
示，一季度山东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出 口
1454亿元，增长 12%，高于全省整体增幅 15.6个百分
点，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32%，占比提升 4.5 个百分
点。

济南市口岸物流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要危
中寻机，补强国际物流服务能力短板，首要的措施
是继续拓展欧亚班列覆盖网络，促进欧亚班列提质
增量，确保完成年开行 220列，力争突破 300列。

业内人士表示，如果这一目标达成，将进一步确
立济南市的全省欧亚班列集结中心地位，不断提升
济南市欧亚班列开行量份额，济南市作为区域性物
流中心也更有分量。

目前，济南欧亚班列发展主要依托位于白马山
附近的国储三三四处铁路场站，场地面积只有 7000
多平方米，功能单一，已无法满足快速发展需求。

今年 3 月 12 日，董家铁路货运中心至青岛黄岛
港首班货运班列正式开行，标志济南陆海联运通道
初步形成，也标志着董家铁路货运中心正式投用。

“目前董家铁路货运中心海关监管场站主体工
程已完工，预计 6月底前投入使用，欧亚班列将移师
这里发车。”济南市口岸物流办相关负责人说，未来
这里将具备与沿海港口一样的功能，办完各种手续
后可以向东通过陆海联运出海，向西到达“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济南货物进出口和反走私
工作注入强心剂。

欧亚班列同比增长118%

物流重点项目投资完成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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