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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阅读 

“最后一公里”之劫 

 

“最后一公里(Last kilometer)”，在英美也常被称为 Last 

Mile(最后一英里/最后一公里)，原意指完成长途跋涉的最后一段里程，

被引申为完成一件事情时最后的而且是关键性的步骤。 

在中国，这个词最近几年来被应用的最多的肯定是在物流行业，

这不仅是因为以货运仓储配送为核心的物流业地点位移的特征，还因

为这最后一公里成了困扰城乡物流发展的诸多问题中的关键问题。现

在，物流业的这个热词则被广泛引申到了各个行业，比如制造业，华

为要打破“技术巨变的最后一公里”，通信行业则要打通服务提供商到

终端设备连接的“最后一公里”，甚至连反腐败督查工作都要坚决打通

“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那么物流业的“最后一公里”到底指的是什么？实际上指的就是

配送的最后一个环节，特点就是实现“门到门”，按时按需的送货上门。

这个解释看起来很简洁，很轻松，但却是困扰物流业发展的最关键的

环节，是业内公认的物流业三大难点之一。 

物流业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从地域上看，在城市配送和农村

配送中都存在；从细分领域看，电商快递、生鲜配送、冷链等都急需

解决这个问题。 

城市配送乱象环生 

城市配送目前最显眼的当数快递业，这是个劳动密集型行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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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看，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使得这个行业的“最后一公里”现

象更加突出。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兴起，每天通过快递接收

和发送商品，逐渐成为现代城市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

时也带来了新的烦恼，比如在北京的一些高校、写字楼、小区等，为

加强安全管理，一般不允许快递上门，快递网点“脏乱差”、“摆地摊”

成为“街头一景”。尤其是节日购物高峰，经常可以看到高校等门口云

集数家快递公司的“摊位”，就像“自由市场”。每位快递员面前都摆

放着几十个包裹，快递员时而拨打电话，时而招呼前来查询包裹的顾

客，现场乱成一锅粥。快递员“摆地摊”不仅存在占道影响居民出行

的问题，在密密麻麻的快递包裹中找到自己的快递也十分麻烦。 

快递业的这“最后一公里”乱象即便贵为首善之区也难以避免，

那么如何解决城市电商物流发展中的这个问题呢？ 

有专家认为，首先是要解决电商物流的网络布局问题。目前物流

网络布局还远未满足合理、完善、高效的要求，“最后一公里”的毛细

血管网也还未成型，因此有关部门未来必须把推动解决城市网点布局

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不断摸索解决主干网与毛细血管网络的协同问

题。 

其次是推动解决资源共享和物流服务模式的问题。当前，物流资

源紧张已经成为业内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城市物流仓储外迁、

土地成本上升、老旧仓储居多、城市路权资源紧缺等；另一方面，各

个企业自建网络、自建仓储、自建配送队伍，造成了物流基础设施建

设不均衡、不协调，物流资源利用率低。随着未来快递服务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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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需求个性化，必然需要树立共赢、共享理念，探索先进的物流

服务组织模式，如共同配送、仓配一体、单元化物流、循环利用成为

可以预见的未来。 

再次是推动物流服务的规范升级，提高服务质量。电子商务的“最

后一公里”配送，从各管理部门和企业间的协同环节看，涉及电子政

务、公共信息、撮合配送、交易结算、车辆监控、信用管理、金融服

务、配套服务等一系列功能，这些功能之间的服务如果无法做到协同，

像过去那样各个部门各管一段，那么物流企业纵使有天大的本事都难

以以一己之力去打破部门间的各种行业壁垒。所以尽快打造智慧物流

平台不仅仅是物流企业的追求，更应该成为各个物流环节管理部门之

间提升服务质量的努力方向。 

相对而言，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在城市配送中创新服务模式，突破

最后一公里瓶颈的实践层出不穷，企业间以提升服务竞争市场的做法

值得借鉴。比如在上海，O2O 让物流大战烧到了“最后一公里”，速

度之争成了快递企业间决定成败的关键。 

上海浦东新区的杨思是个高密度的住宅区，在一条不足三公里的

马路上，悄然无声地驻扎着四个物流配送站，这些配送站的背后是 1

号店、京东、圆通以及农工商的 O2O 之争。在看不见的互联网世界，

他们争夺客流，而这些看得见的线下网点则决定了他们能否留住客流。

“京东到家”是去年 3 月上线的 O2O“代买”平台，超市生鲜、美食

外卖、鲜花、医药都可以实现网上下单，线下送达。“京东到家”承

诺从下单至到货 2 个小时内必达。为了实现这样的许诺，京东在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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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送体系之外，另建了一支“京东到家”的自营物流配送团队，与

“京东众包”相辅，以此奠定自己在城市最后一公里生态网络中的地

位。 

距离京东配送站不足十步的是 1 号店配送站，它承诺的送达时间

是 3 小时，这是 1 号店平台延伸出的“雷购”平台——主打生鲜采购

的 O2O 到家服务。与京东不同，“雷购”的货源只来自于它的控股股

东——连锁超市集团沃尔玛，在刚开始起步阶段，他们曾凭借 1 个小

时内送达的品质在用户中建立口碑。 

在距离 1 号店 1 公里处，是最常见的连锁超市伍缘，但很多人不

知道的是，如今这里不仅是天猫包裹的代收点， 更是伍缘所属的农工

商集团电商平台便利通的线下配送点，在便利通上下单，只要送货地

址在这家伍缘店的方圆 3公里之内，2 小时必须送达(外环以内)。  

为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北京“城市一百”物流公司、上海农工

商等企业，尝试依托门店开展“网订店取”，来整合社区末端配送“最

后一百米”，拓展增值服务。上海百联建立托盘循环共用系统，武汉推

行“电子菜箱”，贵阳则成立了绿色配送车队。 

城市配送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因为有市场需求的支撑，因

为有城市各种物流人才的支撑，目前总是有各种创新出现，这是可喜

的，那么在农村呢？ 

农村配送缺乏主体责任 

“早上下单、下午收件”，这是许多大城市已经实现的“快递”速

度。但在交通不便的西部农村地区，一个“快递”要经过几多辗转，



邮政业科技应用动态 2016 年 4-6 月合订刊 

5 

却最终仍难以如期到达乡村农家的门口。 

这是因为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往往集中在大城市，但越来越多的订

单却来自于中西部或者三四级中小城市。电商平台快速高效的运营模

式在三四线城市拖沓、慵懒的物流面前几乎一筹莫展，所以近年来以

阿里巴巴、京东、苏宁为代表的电商巨头施展浑身解数“渠道下沉”，

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电商物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但是至今收效不

大。2015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达到 207亿件，近年来快递业务量每年

增长超过 50%，但电商物流成了短板中的短板。 

工业品要下乡，农产品要进城，这个双向流通渠道要真正建立起

来，问题恐怕还是出在“最后一公里”上。构建多功能的现代流通服

务体系，绝不能把农村排除在外，何况是一个有着相当于 3 倍美国人

口的中国农村。用完善的乡村配送体系对接庞大的城市物流网，以精

准扶贫、电商扶贫等举措促进农村更好更快发展，这是突破农村物流

“最后一公里”的重中之重。 

目前农村的流通渠道趋向多元化，以前供销社一家独大垄断供给，

邮政独家经营控制物流渠道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大批电商平

台企业在农村自建物流网点，培养带有强烈电商平台基因的农村物流

人才，特别是在农村配送方面，从县城到乡镇、到村屯，利用农村班

线客车的小件快运系统；以农用车船为生力军的农民专业运输户；以

第三方物流企业为骨干的城市配送外延运输服务等纷纷找到了各自的

市场空间，基本保障了农村电商物流的畅通。比如在山东，山东邮政

的“邮掌柜”,京东集团与山东省供销社合作的“网上供销社”,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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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启动的淘宝村和“千县万村”计划，电商巨头和大型国企都在山

东加速寻找农村电商商机，试图调动一切线下资源破解“最后一公里”

短板。 

阿里研究院日前预测，全国农村网购市场规模将由 2014年的 1800

亿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4600 亿元。电子商务正在助推农村经济转型升

级，农村将成为未来几年电子商务的火热增长极，农村消费也将成为

拉动消费增长的新动力。 

2015年 3月，国家出台了《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

提出供销社要加快发展供销合作社电子商务，形成网上交易、仓储物

流、终端配送一体化经营，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到 2020年，要把

供销合作社系统打造成为与农民联结更紧密、为农服务功能更完备、

市场化运行更高效的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

力军和综合平台，切实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这个决定下发后，各省都进行了跟进规划和宣传，有的省还组织

了讲师团，对这个决定进行高调宣传，有的省则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进

行专题部署。 

供销合作社 60多年来形成了服务功能比较完备、组织体系比较完

整、经营网络比较健全的纵横交错、遍布城乡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完全有条件成为新时期为农服务的骨干力量。但当前供销合作社系统

传统业态多、新型业态少，管理体制不顺，行政化思维、“官商思想”

依然严重。在破解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供销社系统必

须出实招，比如在农村重点支持建设一批产地和集散地农产品批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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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和现代物流中心，加快原有市场的升级改造和功能提升，建立健全

仓储运输、冷链物流、检验检测、资金结算、终端配送等服务体系，

彻底解决农村物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邮政也在积极行动，比如湖南省今年将在全省 51个贫困县全面开

展“电商扶贫”专项行动，目前，湖南邮政已与湖南 8 个国家级、11

个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开展广泛合作，承担三级站点建设、物

流配送、电商运营等方面服务。 

再比如在云南曲靖，一个叫小寨村的村级服务站，虽然是在偏远

农村，但这里依托互联网，中国邮政架构了农村电商的最后一公里，

当地的 4000多农民能够利用互联网进行电子商务，日用品也能上网购。

村级服务站主要提供电商知识的普及、产品展示、网购网销的推广、

快递物流、普惠金融、便民服务等服务，这里成了农村电子商务“最

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线下驿站。目前该省邮政通过进一步

加快农村电商布局，加大全省农村电商示范县的对接工作力度，充分

利用邮政点多面广的资源和线上线下相结合优势，努力成为农村电子

商务的市场主体，全力打造农村电商的 o2o 平台体系和城乡物流配送

体系，全面打通城乡对接的“最后一公里”，着力构建县、乡、村农

村电商三级运营服务体系,突出“最后一公里”服务优势，努力使邮政

成为农村物流配送的主导者。 

而甘肃省则计划充分利用现有农村服务中心、农家店、农资店、

供销社、客（货）运站、村邮站、邮政便民服务网点以及“万村千乡”

“美丽乡村”等众多的平台搭载快递收寄投递业务，让快递能进村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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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为此，甘肃省鼓励物流企业在乡镇开辟或延伸快递物流运输线路，

构建农产品快递网络服务产地直销、订单生产等农业生产新模式，同

时完善面向农村的综合快递信息服务和快递物流仓储配送体系，以“工

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带动农村消费。按照计

划，未来四五年甘肃省将实现市州有快递园区、县县有分拨中心、乡

乡有收派网点、村村通快递服务的寄递体系，让送达速度更加快捷，

让农村物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成为过去。 

各路资本看好终端配送 

要解决城市还是农村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光靠政府部门和几大电

商平台企业的创新实践还是不够的。随着网络购物的迅速发展，商贸

物流相对滞后、流通设施投入不足等矛盾将不断凸显出来。城市配送

虽然潜力巨大，充满机会，但如果仅靠产业链上的企业努力依然没法

解决问题，在大家纷纷看好物流市场尤其是城乡配送市场发展前景的

前提下，谁能进行业态和服务模式创新，谁将成为竞争中取胜的一方。

而任何行业的创新都离不开资本。 

目前，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以及国家对钢铁能源等传统产业的调

整，一些实力雄厚的国企资本开始向物流业转移，中远、中储等传统

储运企业则正走在转型成为现代物流企业的路上，宝供、大田等新兴

民营物流企业群也纷纷出现，海尔物流、中铁物流等制造企业则积极

分离出物流业务群。而行业外资本也开始看好物流未来，纷纷抢滩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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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14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就宣布，中石化销售有限公

司与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签订了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中石化覆盖全国的

加油站便利店网络将与顺丰速运的物流网络相互连接，联手拓展 O2O

（线上与线下联动）等新兴业务。在广东，中石化易捷便利店试点还

将开设顺丰速运“嘿客店”，提供快递收发、电商包裹自提与商品二

维码销售等 O2O 业务，并根据效果探讨在其他区域扩大合作范围，探

索顺丰速运为中石化易捷便利店与电商业务提供仓储与配送服务。 

随着众多产业资本的参与，解决物流最后一公里问题出现了新的

曙光。 

2016年年初，武汉港航发展集团以阳逻港核心港建设为重点，以

打通阳逻核心港区铁水联运“最后一公里”为切入点，将加快实施武

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重大项目建设。据透露，武汉港航今年计划建设

各类项目 24 个，计划总投资 445.69 亿元。近日，港发集团已和华能

集团阳逻电厂达成合作意向，拟利用其现有的专用铁路线及货场进行

改造，铁路线直接贯通到阳逻港三期作业区，打通铁水联运“最后一

公里”，争取年底完成这项工程。 

2015 年，国美电器在天津武清区兴建的仓储物流配送基地一期

2.3 万平方米货仓已基本建成。截至目前，包括阿里巴巴、亚马逊、

中国网库、凡客诚品、好乐买、苏宁易购、当当网、梦芭莎等在内的

多家电商企业的物流仓储基地或运营管理中心均已落户天津。国美电

器仓储物流配送基地一期占地面积 100亩，规划总投资达到 31.5亿元。

从武清区到天津市区不超过 1小时路程，最快 30分钟就可到达，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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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高了配送效率，降低了货物配送成本，从而更具竞争实力。 

根据艾瑞研究预测，到 2017年，全国网络零售额规模将达 4.1万

亿元，在电商竞争日渐白热化趋势下，抢夺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

已经变得非常重要，而各路资本也将继续向物流业集聚，这是不可逆

转的趋势。 

（来源：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16-6-17/127370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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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全球智慧物流峰会实录 

 

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平台，正在智慧物流领域展开激烈角逐。 

在 6 月 13 日由菜鸟网络主办的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菜鸟网络

CEO 童文红表示，现在一些企业在展示无人机，“不要认为搞了个无

人机，就是进入了智慧物流。” 

童文红认为，智慧物流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不简单等于智能机器

人、也不等于无人机，还应包括数据、服务标准打通等。 

在智慧物流方面，京东似乎先声夺人。 

5 月 12日，第二届亚洲消费电子展(CES Asia)期间，京东在展台

曝光了正在研发中的两款用来送货的无人机。5月 13日，京东集团正

式成立京东 JDX事业部，同时发布智慧物流开放平台。 

在智慧物流领域，京东下一个目标是建设完全无人的自动化的物

流中心。 

据悉，菜鸟网络内部成立的 E.T.实验室已完成了有关末端配送机

器人、仓内拣货机器人等多个项目的研发，并将在今年陆续投入使用。 

童文红认为，将来的末端配送，一定是快递员的服务加上社区的

便利服务网络。与无人机相比，未来无人驾驶车辆配送可能更现实一

些，无人机只能作为补充。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阿里巴巴集团 CEO、菜鸟网络董事长

张勇，以及圆通董事长喻渭蛟，宅急送 CEO 陈平，滴滴出行高级副总

裁付强等人出席了此次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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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人机在快递领域的应用，马云认为“真正要干，我觉得还

是需要时间的。” 

马云表示，与其想想无人机，我们更应该想想，想想快乐的概念，

想想未来如何把人送到月球上去，把人和物资送到火星上去，这些都

是现代物流行业未来要去思考的东西。 

以下为马云在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的演讲实录（节录）： 

大家下午好！ 

过去的十年，整个中国的物流行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

所有的快递行业和物流行业的从业者，创造了一个真正世界的奇迹。

如果大家讲电子商务在中国是一个奇迹，在世界是个奇迹的话，我个

人认为，物流行业才是真正中国过去十年诞生的最了不起的奇迹。以

前这个行业可能还不能称之为行业，在中国可能连把快递称之为行业

这个说法都没有。但是，我们在过去的十年，超过了美国近一百年的

积累，这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刚看到，我们的快递公司居然帮客户送房子，还有前几天我看

到的是送电线杆，我也很好奇现在谁还会买电线杆，但是世界之大总

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买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也发现了我们中国有 600 多

个区县能够达到了当日达或者次日达，有 1.6万个村落能够送到。 

十年来我基本上是坚持一点，阿里巴巴自己不应该做快递，自己

不应该从事物流。当时很多人挑战我，现在也很多人问我，你自己不

做怎么保证质量，怎么保证效率，怎么保证时间。我觉得中国市场上

无数的创业者，中国市场上无数的优秀的年轻人，他们一定会做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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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一定会做得成本更低，一定会做得效率更高。事实上证明，我

们没有自己雇佣快递公司，我们自己没有建立物流的公司的设想是对

的。这十年的奇迹证明，过去的十年是做到了，未来的十年要把它真

正地做好。 

我前几天听说，珠峰 6000多米的训练基地上的很多运动员，很多

登山的人，在淘宝和天猫上买了很多东西，我们的快递公司居然可以

保持每个礼拜都能够把货送到珠峰的训练基地上去。 

当然，我可以坚定地相信一点，十年以后的快递物流跟今天的快

递物流又是完全两码事情。十年以前大家讲电子商务在中国不可能，

我告诉大家，十年以前我跟很多从事电子商务的同事讲，我们今天做

的电子商务，不是十年以后的电子商务，我今天也告诉大家，今天我

们从事的物流快递行业十年以后可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整

个中国每天的快递的包裹大概 6000万个左右，我们在去年的从阿里巴

巴来讲，我们不是零售行业，但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零售，去年我

们完成了 3万多亿的销售额。但是呢，我们的目标在 2020年那一年我

们将突破 1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去年我们已经是中国第六个省的 GDP，

再过三四年，我们将可能超过广东省成为中国最大的一个虚拟的经济

体。 

就是这么去思考的角度来讲，我想告诉大家，十年以后，在未来

的七年左右吧，中国每天的快递包裹将会达到 3亿只包裹。也就是说，

中国的一年的包裹会突破一千亿个包裹。这一千亿个包裹，至少为中

国会创造一千万个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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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用技术的力量，用数据的力量，用共享的力量，把全世界

的物流都能够联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过去的十年，在快递界展示了创

业的能力，人的力量，创新的力量，未来我们要迅速重视技术的力量、

数据的力量、整合的力量、共享的力量。 

以前我跟王健林讨论过，他说线下会打线上，我说开玩笑讲，坦

克装上翅膀未必飞到天上去，但是飞机没有机场也会从空中一个一个

掉下来。所以物流业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传统经济和新经济的纽

带，应该讲没有真正的物联网，没有真正的物流的发展，所谓的新经

济，几乎是不可能。新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最重要的纽带就是物联

网，就是我们的物流。 

今后，我想智慧物流是走出经济困境和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关键点，

今天我们把物流简简单单地看成了快递行业，或者快递行业称为物流。

其实人类走上月球，人类正在探索的火星，人类在卫星上天，这都是

物流行业，我们要打开脑袋去思考，物流行业今天不仅要把货从这个

城市送到那个城市。也许未来的物流行业是把人送到外星球，把物资

送到月亮上，这都是物流行业要进行的发展。 

物流行业的今天，是货到了手上以后，我们才知道车要往哪里去。

而下一步呢，有可能消费者下了订单，物流行业就知道要去哪里。但

我更坚信，智慧物流是消费者还没有下单，我们就已经预测到物流的

方向、物流的能力和各方面。所以制造业也正因为物流会发生天翻地

覆的变化。 

如果我们有先进的最智慧的物流行业，能够把生产和制造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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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和消费的体验结合在一起，真正一起努力，替我们的客户。也

就是说替物流行业真正的客户，那些制造业们，让他们没有库存。如

果真这么去思考，我们对社会的贡献远远超过了送了一点点货。 

所以物流的提升，对消费的杠杆作用，也非常之大。物流速度，

每提高一倍，刺激消费的杠杆能力可以扩大 5倍之多。所以，我觉得，

物流行业不要仅仅把自己看作是送货货通天下，而是要思考，我们在

参与整个社会的重组，我们在参与建设未来世界经济的模式。 

我们也应该有 UPS、FEDEX这样专业的服装，有这样专业的车。我

们要打造中国真正物流行业的汽车，让这些汽车夏天能够挡太阳，冬

天能挡雨水，我们能够在汽车上面更加智慧，能够让我们汽车就能知

道客户需要什么。所以一步一步地来，在过去的十年，我们做到了，

未来十年我们要做得更好。 

大家也很关心菜鸟到底要做什么？从成立的三年以来，我们一直

在探索一个问题，菜鸟到底做什么？我想我们有两件事情，两个原则。

三年来，我们没有变过。第一菜鸟要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第二要做

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去做不应该去抢快递物流行业的饭

碗，即使去抢我们也抢不了。然后又必须解决两个目标，十年以内，

三年以前提出的，十年以内中国任何地方网上购物 24 小时货运必达，

全球 72小时货运必达，提出这两个要求的时候，大家说，那给多少人？

我说菜鸟从成立到关门这一天，不能超过 5000 人。我想锁定 5000 人

以后他们是不可能自己去找快递去了。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条路是

走对了，我们通过数据，我们希望要看到的是中国有 4000多家运输公



邮政业科技应用动态 2016 年 4-6 月合订刊 

16 

司，600 多万条运输线路，还不包括全世界。就中国这些，如何让这

些物流的运输公司更加有效，如何让 600 多万条运输线路更加有效，

如何真正做到数据能够让快递公司做得更加有钱赚，效率更高，能够

让快递人员有尊严，同时是一份自己为自己感到荣誉的一份工作，我

觉得这是菜鸟公司要去做的。 

阿里巴巴希望菜鸟能够连接任何一家，所有的物流公司，快递公

司，仓库、海关，所有的一切，让整个世界这张网能够连通起来，这

样世界才会变得更加有效。 

另外，我想物流行业潜力巨大，大有可为。刚才我讲了，不仅要

送货送得快，不仅送货要送得便宜，当然今天大家拼价格，我自己觉

得这是个过程。如果你今天还在拼价格，而不是拼价值，而不是拼服

务，任何一个行业都会被价格给拼死掉的。天下没有一个赢是靠价格

赢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要去思考，中国物流行业如果说不能挣

钱，那么这个行业就是个死行业，物流行业一定能挣钱，因为它参与

到的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影响了每个企业的生产制造，影响了一个

国家的经济，影响了未来的世界经济。所以只要你能够创造价值的东

西，你一定能够赚钱。但是，前期的无序的发展，前期的竞争都很正

常。 

我不知道中国无人机运货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但是我相信仓库内

部的机器人肯定要实现，而且要加快实现。我们不能把人去做一些简

单复制的工作，至于无人机，能够运货运到哪里、运多久，空军是否

会批准，如果在空中被人家搞下来怎么办，或者自己掉下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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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平时饭后茶余聊聊天还是很快乐，真正要干我觉得还是需要时

间的。 

另外，我也相信，如果我们物流行业不去展望未来，不去思考，

与其想想无人机，我们更应该想想，想想快乐的概念，想想如何未来

把人送到月球上去，把人和物资送到火星上去，这些都是现代物流行

业未来要去思考的东西。 

所以，我想物流行业是了不起的，它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的世

界观，人类第一次尝试的物流行业，就是丝绸之路，没有物流行业，

哪来的丝绸之路？没有我们的物流行业，我们的一带一路可能麻烦就

大了；没有物流行业，东方永远不能想象西方的文明是这样，西方的

文明永远无法想象东方的文明是这个样子。 

最后，如果互联网是一张天网的话，那么物流是一张地网，天网+

地网是人类社会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开始。 

未来依旧菜鸟不会改变自己，希望通过跟行业所有的公司进行联

合合作，达成 72 小时全球的到达，24 小时国内到达，真正能够做到

全球买、全球卖。 

再次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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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 

[邮政管理]国家邮政局发布 2015 年中国快递发展指数 

在 5 月 30 日召开的 2016 中国快递行业（国际）发展大会上，国

家邮政局发布了 2015 年中国快递发展指数。2015 年中国快递发展指

数为 386.1，同比提高 36.7%；2010-2015年，发展指数持续走高，年

均提高超过 31%。数据显示，我国快递业继续处于较高景气区间，高

速发展的趋势仍将持续，同时，快递服务质量稳中向好，普惠程度不

断提升。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05/t20160531_768595.html) 

 

[邮政管理]国家邮政局传达贯彻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 

日前，国家邮政局召开干部大会，传达学习全国科技创新大会、

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并重点传达学习

了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国家邮政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邢小江主持会议，并代表局党组强调，全系统要深

入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和部署，进一步深化认识，结合邮政管理工作实

际和 2016年邮政行业科技创新座谈会精神，着力推进邮政业科技创新

工作。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06/t20160616_776217.html） 

 

[邮政管理]国家邮政局部署“十三五”行业科技创新工作 

邮政业今后一个时期的科技“航标”定向——国家邮政局 6 月 7

日在杭州召开邮政行业科技创新座谈会，总结“十二五”时期邮政业

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06/t20160616_7762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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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情况，深入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全面部署“十三五”

时期邮政业科技创新工作。国家邮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马军胜在会上

作了主旨讲话，并向第二届局科技专家咨询组专家颁发聘书。马军胜

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

以严的精神和实的作风，勇于担当、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久久为功，

全面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全面提升科技应用水平，为全面建成与小康

社会相适应的现代邮政业、推动我国向邮政强国迈进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国家邮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邢小江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06/t20160608_771903.html） 

 

[邮政管理]津冀川黑黔宁六省局传达贯彻邮政业科技创新座谈会精神 

6 月，天津、河北、四川、黑龙江、贵州、宁夏等省（区、市）

邮政管理局分别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国家邮政局召开的邮政业科技创

新座谈会精神，学习马军胜局长在会上的重要讲话，安排部署相关工

作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06/t20160617_777322.html） 

 

[邮政管理]内蒙古局全面推进邮政执法信息公开工作 

按照国家邮政局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部署，内蒙古

自治区邮政管理局按照“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全面

推进执法信息公开工作，截至目前，全区邮政执法信息系统应用良好，

执法工作稳步推进。 

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06/t20160608_771903.html
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06/t20160617_7773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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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通报显示，内蒙古局全区登录执法信息系统用户数共 98 人，

登录率为 98.00%，覆盖率达 100%；执法检查记录数合计 2129 条，其

中普服类 500 条，市场类 1657 条，统计类 152 条，行政处罚记录数

35条，各项指标数据均较上期稳定增长。随着执法信息录入质量的不

断提高，进一步规范了执法流程，优化了执法环境，为全区执法信息

数据采集提供了有力支撑。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05/t20160520_762770.html） 

 

[顶层设计]习近平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 

2016 年 4 月 1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

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我国网信事业发展要适应这个大趋势,在践行

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推动我国网信事业发展,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出席座谈会。马凯、王沪宁、

刘奇葆、范长龙、孟建柱、栗战书、杨洁篪、周小川出席座谈会。 

（来源：http://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DZZW201605022.htm） 

 

[顶层设计]李克强同出席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的业界人士对话座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4 日下午在贵阳花溪迎宾馆同出席中国大数

据产业峰会暨中国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峰会的国内外业界人士举行对话

http://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DZZW201605022.htm


邮政业科技应用动态 2016 年 4-6 月合订刊 

21 

会。李克强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大数据、

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和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有利于发展新经济、培育

新动能。我们将推动大数据、“互联网+”等同制造业相融合，改造和

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

端水平。 

    李克强强调，中国正在推进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我们注

重保护知识产权，尊重和保护商业秘密，加强网络安全，致力于为在

国内注册的内外资企业营造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中国东西部发展还

很不平衡，中西部地区蕴含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投资机遇。欢迎外国企

业继续在华拓展业务，特别是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兴业，共创共享发展

机遇，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来源：http://www.e-gov.org.cn/article-159859.html） 

 

[政府信息化] “2016 移动政务峰会”的论坛在京举行 

6 月 20日，人民日报社举办了一场名为“2016 移动政务峰会”的

论坛。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蒋建国，人民日报社社长杨

振武，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徐麟，工业

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在峰会致辞，共同探讨如何发挥主流媒体优

势，推动移动政务建设，服务广大网民和群众。 

（来源：http://www.e-gov.org.cn/article-160272.html） 

 

[其他行业]国家物流平台列入“十大行业信息化工程” 

日前，交通运输部印发《交通运输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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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规划》）。 

作为未来五年推进交通运输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性文件，行业信息

化发展的实际需求，《规划》要求推进落实国家信息化战略任务，全面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战略

实施，主要完成推进“互联网+”重点行动、促进大数据发展和应用、

对接。《规划》提出，“十三五”时期，将按照国家信息化工作总体部

署，结合国家电子政务工程、支撑发展国家三大战略实施、深化行业

信息化应用、开展信息化示范试点工程、完善信息化发展环境等七大

任务，重点开展“三推进、五提升、两保障”十大行业信息化工程。 

作为政府主导的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和物流信息化推进工程，“国

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推进工程”被列为“三推进、五提升、

两保障”十大行业信息化工程之一，正式写入《规划》。 

（来源：http://www.e-gov.org.cn/article-159943.html） 

 

[其他行业]交通运输行政许可将实现网上单一窗口办理 

交通运输部印发《交通运输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简称《规

划》)。《规划》提出,将以行业信息化重点工程和示范试点工程为依托,

着力落实国家信息化战略任务,对接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支撑三大

战略实施,努力实现交通运输信息化的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和内外融通,

促进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 

《规划》明确,到 2020年,部省两级信息共享和数据开放水平大幅

提升,行业主要业务领域运用大数据能力显著提高,“互联网+”促进

行业转型升级取得新突破,交通运输信息服务政企合作模式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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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信息化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信

息化在引领综合交通运输发展、保障国家战略实施、促进行业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来源：http://www.e-gov.org.cn/article-159880.html） 

 

[其他行业]全国检察机关首次进行信息化网上轻应用开发评比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今天在京对全国检察机关

信息化网上轻应用开发活动作品组织复评。据悉，此次轻应用开发评

选活动在全国检察机关信息技术条线中尚属首次，旨在激发检察信息

化应用创新，引领检察干警积极学习应用开发技术，提高运行现代信

息技术服务司法办案能力和水平。  

（来源：http://www.e-gov.org.cn/article-160204.html） 

 

[地方应用]深圳努力打造国家新型智慧城市标杆 

6 月 17日下午，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马兴瑞主持召开市委常委

会议。他强调，要进一步创新城市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创建国家新

型智慧城市标杆市”的目标，结合“城市管理治理年”要求，扎实推

进智慧城市建设，大力提升我市信息化能力和水平，以信息化推动城

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会议听取了我市智慧城市建设有关工作情况。会议指出，智慧城

市建设事关城市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全市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

视，进一步创新发展理念，结合“城市管理治理年”要求，坚持问题

导向和需求导向，加强顶层设计，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抓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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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统筹管理和大数据创新应用，尤其是打破信息壁垒，统筹发展电子

政务，构建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推动党委政府的信息公开共享，不

断提升政府科学决策、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同时，要突出市场

化运作，加强与各企业的战略合作，分类分级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加快打造国家新型智慧城市标杆，以信息化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来源：http://www.e-gov.org.cn/article-160248.html） 

 

[地方应用]银川市掌上审批上线试运行 

银川 6月 16日电 （阎梦婕）记者从银川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获悉，

经过反复测试，银川掌上审批 APP 6月 15日正式上线，227个网上审

批事项可全部实现掌上办理。此 APP 实现了部门间数据共享，让居民

和企业少跑路、好办事、不添堵。银川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从一站式审

批、网上审批到备案制管理；从纸质审批、网上审批到掌上审批， 实

现了从管理机制到技术手段上的跨越。 

掌上审批 APP 是银川市行政审批的新窗口，相当于银川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网站；是政府提供公众服务的创新模式，目的是为企业、个

人节约办事成本，有效提高政务的透明度、填平部门信息鸿沟、提升

服务能力、扩大服务范围和服务对象，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一环，

是政府充分把握移动互联发展新趋势，利用网络技术、网络终端，实

现具有前瞻性的信息化改革创新。群众办理行政审批件能够及时了解

行掌握政审批进度。掌上审批 APP 让政府与百姓之间实现了沟通零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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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来源：http://www.e-gov.org.cn/article-160220.html） 

 

[地方应用]黄冈市探索“互联网+”精准扶贫新路子 

黄冈，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大别山片区扶贫攻坚主战场之一。

按照黄冈市委、市政府的目标设想，到 2019年实现全市 102.8万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892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6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脱贫。

如何因地制宜盘活农村闲置房屋？”为此，去年 10月，该镇镇政府和

湖北电信联手开发了“九资游?党群通”APP，并引入了专业的运营团

队——湖北省翼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该平台集互联网+旅游+农业

于一体，通过与贫困户签订农产品收购协议、闲置房屋上线经营协议，

并提供售卖贫困户农特产品和游客食宿服务，帮助贫困户脱贫增收。”

该公司总经理徐菲介绍，目前，该平台已与 157 户农村贫困户签订了

农产品收购协议，48户贫困户签订了闲置房屋上线协议，预计将帮助

贫困户增收 60余万元。 

（来源：http://www.e-gov.org.cn/article-1601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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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应用 

[科技活动] LET China 2016 中国（广州）国际物流装备与技术展览

会开幕 

5 月 26日，LET China 2016在广州琶洲广交会展览馆 B区正式开

幕，本次展会由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中国叉车后市场联合会以及广州市巴斯特会展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展会将持续三天至 28日。 

（来源：http://ichainnel.com/zh-cn/news/867475_3pgku2.html） 

 

[科技活动]全球物流技术大会揭幕凯立德斩获行业创新奖 

日前，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湖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物流装备专业委员会承办的全球物流技术大会在浙江

省盛大揭幕。以物流技术创新与讨论为核心，此次大会吸引了包括国

内外大型物流企业的负责人等众多行业人士汇聚一堂、共商大事。作

为国内首个专业商用车联网服务提供商，凯立德正式出席活动并获得

了物流技术创新奖和物流技术装备推荐品牌两个奖项。探寻物流行业

与车联网服务相结合，凯立德的商用车联网服务模式也成为了与会者

关注的重点。 

（来源：http://news.chetxia.com/news/10591534.htm） 

 

[科技活动]日日顺快线再夺 2016 年度物流技术创新大奖 

在 2016全球物流技术大会的颁奖典礼上，行业引领的最后一公里

送装服务增值平台日日顺快线以“人、车、店、库 O2O融合的最后 1km

http://ichainnel.com/zh-cn/news/867475_3pgku2.html
http://news.chetxia.com/news/105915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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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平台”揽获“2016 年度物流技术创新奖”，这是对日日顺快

线在物流领域技术创新能力的认可和肯定。日日顺快线作为日日顺物

流孵化出的货车司机创业平台，深耕大平台（集成的信息系统）+小中

心（直营+加盟城市站地区推广）的差异化模式，共享经济驱动产业链

整合，撬动社会化物流网络，以众包模式实现供应链深度合作。 

（来源：http://news.china.com/finance/11155042/20160520/22698163.htm） 

 

[企业动态]快递大佬争相借力黑科技 

草莽英雄快递业开玩高科技，智慧创新成为快递企业秀肌肉的新

形式。北京商报记者昨日从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

下简称“京交会”)快递服务板块媒体沟通会上获悉，今年快递板块将

突出“智慧、绿色、安全”三大亮点，快递机器人将首获亮相。多家

快递企业负责人表示，智慧物流已是行业趋势。值得一提的是，跨境、

农村业务也是企业争相凸显的焦点业务。 

（来源：http://www.kejitie.com/article/62125.html） 

 

[自动化]京东物流智能升级 无人仓或将成现实 

5 月 13日京东宣布成立京东 JDX事业部，打造京东智慧物流开放

平台。同时在发布会现场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第

一家入驻开放平台的合作伙伴与京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正式拉开

了京东物流智慧升级的帷幕，而作为业内非常领先的智能机器人公司，

新松隶属于中科院，是全球机器人产品线最全的厂商之一。在二者的

战略合作下，无人仓这类的科幻产物，或将在京东手中成为现实。 

http://www.kejitie.com/kj/
http://www.kejitie.com/article/621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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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hbung.org/y2mwi/diir/2016/0520/29152.html） 

 

[自动化]百世用集群思维定义自动分拣 

第四届京交会快递行业板块展台现场，百世快递标准轻量自动分

拣系统的视频演示短片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只见分拣线上飞快流

转的包裹，通过系统的扫描，就自动按照末端地址进入到分拣线两侧

各个不同的袋子里。一套系统可以 24 小时运转，每小时包裹处理量达

1 万～1.5万件，只需要 3～4名工作人员。 

（来源 http://news.hexun.com/2016-06-12/184347405.html） 

 

[标准化]医药冷链物流相关技术规范国家标准顺利通过专家审查 

5 月 26日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了《医药冷链物流

温控设施设备验证性能确认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审查会。审查组由来

自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医药生产企业、医药流通企业、

医药物流企业等 13 名专家组成。 

(来源：http://www.chinawuliu.com.cn/lhhkx/201605/31/312518.shtml) 

 

[标准化]乌兰察布市打造首批标准化乡镇快递服务站 

6 月，乌兰察布市首批 3 个乡镇标准化快递综合服务站在凉城县

麦胡图镇、岱海旅游区办事处、六苏木镇正式挂牌运行，标志着我市

乡镇快递综合服务站建设工作正式启动。 

乌兰察布市邮政管理局多次深入凉城县、商都县、丰镇市快递企

业、所辖乡镇调查摸底，征询相关政府部门意见、建议，在充分调研

的基础上，探索多种模式实现“快递下乡”，力促快递企业达成一致

http://tv.hexun.com/
http://news.hexun.com/2016-06-12/184347405.html
http://www.chinawuliu.com.cn/lhhkx/201605/31/3125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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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克服解决农村运输线路长、成本高，采用“1+N”模式积极引导

快递服务企业“向下”拓展业务，即多家县级快递企业委托 1 个乡镇

快递综合服务站代理经营快递业务，抱团发展做好民生服务工作，解

决服务农村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构建“工业品下乡、农产品

进城”的双向流通渠道。标准化快递综合服务站有独立标识，独立场

地，配备有监控设备、快递货架、消防设备，营业场所内公示服务承

诺、收寄验视制度、禁寄品指导目录、价格表、申诉方式等，首批快

递综合服务站将作为快递服务进农村的样板工程，逐步向全市所有乡

镇推广。 

（来源：http://www.wlcbjswm.com/redianhuodong/20160615/82160.html） 

 

[标准化]快递收寄验视成强制性行业标准 

今年 2 月，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快递安全生产操作规范》邮政

行业标准。该标准为强制性行业标准，今起施行。 

规范要求，对于属于禁止寄递物品的快件，快递企业应坚持“即

查即停”原则，即在整个快递生产环节中一经发现，应立即停止对该

件进行操作，并按法律法规和邮政管理部门关于禁止寄递物品的相关

规定进行处置，确保寄递渠道安全。 

规范明确提出，收寄快件时，快递业务员应按照相关规定，提示

寄件人如实申报所寄递的物品，并根据申报内容对交寄的物品、包装

物、填充物等进行实物验视，确保所寄快件符合要求。这意味着实物

验视将成为今后我们交寄快件的必经程序。 

（来源：http://news.gmw.cn/2016-06/01/content_20363656.htm） 

http://www.wlcbjswm.com/redianhuodong/20160615/821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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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物流]全峰集团刘伟：智能化物流会带来哪些巨变？ 

5 月 26日消息，全峰集团董事、常务副总裁刘伟在“2016 中国电

子商务创新发展峰会——电商物流快递服务分论坛”上，发表了主题

为《智能化物流会带来哪些巨变?》的主题演讲。 

他表示，真正做一个物流行业，仅仅是把货物从 A 运到 B，不管

是 B2B，还是 B2C 也好，哪一种形式，仅限于表面是一个运输公司，

核心是得有一个解决方案，没有一个解决方案永远是一家运输公司。 

(来源:http://www.56products.com/News/2016-5-26/BAIBKC2KHEHEI28543.html) 

 

[智能物流]快递企业大力发展智能化国际化 

中国快递协会副秘书长杨骏表示，市场需求强劲，快递业继续保

持着高速增长，在不到两年时间内跨越年业务量 100 亿件、200 亿件

的台阶，全年最高日处理量超过 1.6亿件。一季度快递业务量超过 2012

年全年水平，同比增速达到 56.4%。他相信，京交会期间，快递服务

板块签约额也有望大幅提升。 

为应付日渐增加的业务量，业界都在研究智能化，以提升效率，

各个快递公司基本上都推出了自己的 APP，客人通过手机便可以自助

下单，其中，中通已开启智能处理快件的一条龙流水线，从上件-分栋

-落袋-封装一气呵成。而申通更是推出分件机械人，主要负责分拣快

递件，在京交会上将会以实物加视频的方式展示机器人的工作过程。 

(来源：http://www.56885.net/news/2016524/377664.html) 

 

http://www.56products.com/News/2016-5-26/BAIBKC2KHEHEI28543.html
http://www.56885.net/news/2016524/3776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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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物流]京东布局智慧物流技术多 除了机器人还有哪些黑科技？ 

在京东自建物流做得被行业称道的时候，又让人眼前一亮，京东

率先进入了智慧物流时代。 

为了把智慧物流做深，京东正式成立了 X 事业部，建立京东智慧

物流开放平台，吸引技术合作伙伴加入。在 5月 13日，京东与中科院

旗下的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约并达成合作，共

同推进自动化物流产品和方案应用。 

（来源：http://www.php230.com/wtoutiao/1159169.html） 

 

[智能物流]京东智能分拣中心落地，智慧物流运转效率再提升 

随着电子商务行业不断发展，如何提高物流的运行效率和用户体

验已成为全行业关注的重要问题。京东作为中国领先的自营式电商企

业，正在不断通过技术对业务进行着强有力的驱动，自建物流体系毫

无疑问是京东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而青龙系统则是每一笔订单从分拣、

出库到配送的整个流程中为用户提供优质体验的幕后英雄。近日，京

东青龙系统的京东智能分拣中心系统在京东集团固安智能物流中心落

地，成为京东智慧物流体系又一次脚踏实地的进步。 

（来源：http://itbear.com.cn/n176994c29.aspx） 

 

[智能物流]互联网改造快递企业见成效 智能物流驶入快车道 

近日，菜鸟网络对外表示，未来十年要努力将中国社会物流总成

本占 GDP 的比重从现在的 16%下降到 5%，节省的钱相当于广东与浙江

两省 GDP总和(业界预计超过 14万亿元)。 

http://itbear.com.cn/n176994c29.aspx
http://bg.qianzhan.com/report/detail/413ffb8d9d4748f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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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在快递企业的互联网改造中，菜鸟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开发产品电子面单，成倍提高了快递企业发货速度，也避免了快递

行业每年 12 亿元的纸张浪费;又如菜鸟网络通过大数据分析和自动化

设备使分拣效率提高 50%，每年为快递行业节省 6 亿多元，超过 6 亿

包裹不会因错误分拣而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来源：http://bg.qianzhan.com/report/detail/300/160616-b0f0ca44.html） 

 

[大数据]菜鸟发布首份智能物流大数据报告 

报告》显示，2015 年全国平均快递时效为 2.6 天，相较于 2014

年时效提升了 14%，正朝着行业期待的 24小时目标靠近。其中，江浙

沪、北京、广东、湖北、安徽、福建等区域，快递平均时效已经低于

2.5 天，全国发达地区的快递平均时效是 1.9 天。上海成为全国快递

收货最快的地区，平均只需要 1.7天就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 

（来源：http://www.jt12345.com/article-24080-1.html） 

 

[云计算]韵达发力科技应用，全面进入“云时代” 

韵达速递的负责人表示韵达正在发力科技应用，目前已上线包括

全自动化分拨流水线，快递员手机 APP、物流云在内的多项科技创新

业务。通过物流云为快递订单涉及所有链路的各个环节建立连接、沉

淀大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提供多样化的智能产品。将所有业务搬上了

云平台，全面进入“云时代”。 

（来源：http://info.10000link.com/newsdetail.aspx?doc=2016053190014） 

 

[云计算]oTMS：构建信息化物流 SaaS 开放平台生态圈 

http://bg.qianzhan.com/report/detail/ca8e57ffb9934bf5.html
http://bg.qianzhan.com/report/detail/300/160616-b0f0ca44.html
http://www.jt12345.com/article-24080-1.html
http://info.10000link.com/newsdetail.aspx?doc=201605319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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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MS 的联合创始人段琰告诉笔者，从 2013 年就开始着手打造物

流业内的 SaaS 平台的 oTMS，一开始只是想做一个单纯的协同式运输

服务平台，只是希望为企业与企业之间实现低成本、更高效的、可跨

越多层的业务连接，让物流信息能够闭环流转起来。 

尤其是一直停留在概念层面的 SaaS模式，在政策、市场双利好的

2015年的中国市场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的一年。据美国硅谷银行与浦发

银行发布的《中国科创企业 2016 展望》报告显示，SaaS 已被中国科

创企业认为是，2016 年创业前景的第二大行业，仅次于大数据行业。 

（来源：http://www.cu56.com/web/newinfo.aspx?id=17626） 

 

[智能快件箱]快递巨头抢占“最后一公里” 智能柜发展存质疑 

“最后一公里”一直是快递业务的难题。在“菜鸟派”与“丰巢

派”各成一派一年后，今年 5 月 18 日，菜鸟网络宣布，联合 12 家快

递公司和丰巢等 8 家自提柜企业建成全国最大的快递自提柜服务平台。 

据悉，包括速递易、丰巢在内的这 8 家自提柜企业共有快递自提

柜 9 万多台，占目前全行业自提柜总数的 70%多。截至目前，菜鸟网

络已连接近 5 万个自提柜站点，实现日均 100 万单的物流节点信息拼

接，预计到今年 6 月底会完成 9 万台以上的自提柜对接，覆盖国内的

一二三线城市。 

（来源：http://www.100ec.cn/detail--6334685.html） 

 

[智能快件箱]顺丰联手两通一达加码智能快递柜 

一年前，由顺丰牵头成立且公司法定代表人就是顺丰掌舵人王卫

http://www.cu56.com/web/newinfo.aspx?id=17626
http://www.100ec.cn/zt/wlkd/
http://www.100ec.cn/zt/wlkd/
http://www.100ec.cn/zt/wlkd/
http://www.100ec.cn/detail--63346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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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巢科技），6 月 6 日宣布获 5

大股东顺丰、申通、韵达、中通、普洛斯等比例增资 5 亿元，用于智

能快递柜网络的建设。  

去年 8 月，阿里旗下的菜鸟网络也曾与全国最大的 3 家智能快递

柜服务商及国内 6 家主流快递企业（不含顺丰）签署三方合作协议。

由于当时菜鸟合作的快递公司名单里并无顺丰，加之丰巢股东名单里

也并没有已获阿里注资的圆通身影，这一度被认为是顺丰、阿里在“最

后一公里”的阵营分化。  

(来源：http://www.ccfa.org.cn/portal/cn/view.jsp?lt=3&id=425484) 

 

[手持终端]新加坡邮政公司使用手持式移动设备处理跟踪包裹 

目前 SingPost 每天可处理 10,000 份快递任务。Intermec 700 

系列手持式移动计算机已经帮助现场快递员及其操作团队提高了整体

工作效率，与之前的系统相比进步极大。现在现场快递员每天可以收

集和发送更多包裹，操作精确度也更高。此外，SingPost 的客户现在

也可以在 Speedpost 网站上在线跟踪自己的包裹，甚至还可以得到邮

件或 SMS(短信服务)提醒。 

继部署实施 300 台 Intermec 760 手持式移动计算机之后，

SingPost又购买了 60台更新后的 Intermec 761 手持式移动计算机。

SingPost对快递员都进行过有关 Intermec 760 和 761 手持式移动计

算机使用方面的培训。SingPost 同样发现 Intermec 设备使用方便、

性能可靠，与 Intermec 提供的服务相得益彰。手持式移动计算机还

帮助 SingPost 更好地利用人力资源。 

http://www.ccfa.org.cn/portal/cn/view.jsp?lt=3&id=425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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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wlcbjswm.com/redianhuodong/20160615/82160.html） 

 

[无人机]德银报告：亚马逊无人机快递能省多少钱 

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在两年多以前就

提出他打算在 2017 年或 2018 年推出一项无人机送货服务的想法了，

他为这项服务设想的名称是“Prime Air”。 

目前，这项计划仍在进行之中，亚马逊还需进行大量的测试，还

有很多管理上的问题有待解决，但是从已经完成的测试来看，这项服

务确实能为亚马逊和用户们带来不少好处。 

最大的一项好处是它可以节省大量的运输成本。据德银周三发布

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利用无人机或机器人送货为亚马逊提供了最大的

节约成本的机会，估计“最后一英里运输”即将货物从最后的配送中

心送到客户家门口的运输成本将降低 80%。 

（来源：http://ec.donews.com/201606/2930983.shtm） 

 

[无人机]澳大利亚邮政将测试无人机投递小型包裹 

澳大利亚邮政近日宣布，将在封闭区域测试无人机投递小型包裹，

希望为网购用户收货提供更加便利的替代方式。用户测试有望在年内

实现。 

澳大利亚邮政表示，无人机测试标志着澳大利亚邮政在新技术应

用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能够针对小型包裹投递提供更加便利、安全

的解决方案，而且还能加快药品等紧急物品寄递时效。 

（来源：http://www.ebrun.com/20160614/179542.shtml） 

 

http://www.wlcbjswm.com/redianhuodong/20160615/82160.html
http://ec.donews.com/201606/2930983.shtm
http://www.ebrun.com/20160614/17954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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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无人机送快递三大难题待解决 

首先是续航问题。目前市面上的无人机主要采用锂聚合物电池作

为主要动力，续航能力一般在 20 分钟至 30 分钟之间，因技术方面不

同有所差别。由于无人机需要尽可能减轻起飞重量，因而无法携带较

重的大容量电池，大多数无人机维持十几分钟到二十分钟飞行之后，

就必须有人为它更换电池或者插上充电线，导致通常出门都要携带三

四块电池。这是无人机发展的一个致命的短板。 

其次是载重量受限问题。由于电池问题，无人机要想飞得远，必

须尽量减少载重物。这对用于物流的无人机来说是一大瓶颈。目前有

的无人机一次只能携带一件 1 公斤左右的货物，工作效率有限。京东

正在研发的无人机，目标号称载重 30 公斤飞行 30 公里，只是在宣传

阶段。 

再次是障碍问题。无人机在运行过程中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干扰，

当前先进的无人机最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观察和了解飞行航线，及时

绕开障碍物，比如空中飞鸟、城市高层建筑等，安全飞抵目的地。同

时还要识别地形地貌，做到准确投递。目前无人机投递很大程度上靠

投递员肉眼识别障碍，判断降落点，精确度受限。 

（来源：http://www.ndwlw.com/view_news.asp?id=127638&lbid=3&lb=%BF%EC%B5%DD） 

 

[无人机]马云谈无人机送快递：更应该想想怎么把货送到火星上去 

在 6 月 13 日由菜鸟网络主办的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菜鸟网络

CEO 童文红表示，现在一些企业在展示无人机，“不要认为搞了个无

人机，就是进入了智慧物流。” 马云表示，与其想想无人机，我们更

http://www.ndwlw.com/
http://www.ndwlw.com/view_news.asp?id=127638&lbid=3&lb=%BF%EC%B5%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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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想想，想想快乐的概念，想想未来如何把人送到月球上去，把人

和物资送到火星上去，这些都是现代物流行业未来要去思考的东西。 

（来源：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83111） 

 

[无人机]顺丰无人机快递试点：每天 500 架次主推农村山区 

记者了解到，目前顺丰无人机试点航线包括山区、大型湖泊水库、

偏远乡村等，在珠三角地区以每天 500 架次的飞行密度，收集前期的

实地飞行数据，为将来整体运营、调度系统的搭建提供数据支撑。利

用这种方式，当顺丰组建起一张规模庞大的无人机运送网络后，将会

大幅度提升在偏远地区、农村市场的物流运输能力，缩短快件派送时

间。“在极飞同顺丰等快递企业的合作中，不是简单的遥控无人机投递

快件，而是提供了包括落地、调度、管理在内的自动化系统。”极飞科

技创始人彭斌告诉《IT时报》记者，目前他们和顺丰合作的无人机快

递已经是第三代系统，前期已经在广州、浙江等地区进行高密度的试

验飞行：“现在每天有 500 架无人机在深圳和惠州上空进行快递工作，

整体无人机投放规模即将达到数千架左右。” 

(来源：http://www.guancha.cn/Science/2015_03_24_313356.shtml) 

 

[机器人]菜鸟网络物流机器人整装待发 智能物流迎爆发期 

5 月 27 日，菜鸟网络公布了旗下秘密运作半年之久的“E.T。物

流实验室”研发进展，多款物流机器人(300024,买入)今年内将投入使

用。同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做好现代物流创新发展城市试点

工作的通知。 

http://www.guancha.cn/Science/2015_03_24_3133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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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析认为，智能物流仓储装备行业将成为工业 4.0 的核心组成

部分，智能化和自动化是降低全社会物流费用率的终极解决方案，看

好行业未来 3-5年成长为千亿市场容量的新兴产业（爱基,净值,资讯），

尤其是电商、第三方物流、冷链生鲜等新兴流通方式的崛起将带动中

高端智能物流需求井喷式增长。 

（来源：http://www.cs.com.cn/tzjj/tjdh/201605/t20160530_4980598.html） 

 

[机器人]菜鸟公布智能物流实验室进展：多种机器人技术得到突破 

据介绍，“E.T.物流实验室”与美国、中国知名大学机器人团队共

同研发的新型仓内分拣机器人即将进入试运行阶段。此类机器人属于

托举机器人，未来可远程调度数百台机器人在仓内的操作，并可帮助

机器人迅速选择最优路径、自动避障，仓库真正可实现无人操作。 

此外，“E.T.物流实验室”正在研发的中国首款无人配送机器人有

望今年投入使用。这类机器人适用于相对封闭的居民社区和企业园区、

办公楼的最后几百米配送。接到指令后，机器人可以去配送中心取件，

并通过智能计算迅速选择最优路线将货物送至达收件人手中。为了适

应复杂的环境，菜鸟在设计中包含了自己乘坐电梯、给人让路、避开

障碍物、自动寻找室内位置等功能。 

（来源：http://www.weilairibao.com/show-147-696616-1.html） 

 

[机器人]机器人送快递或年内实现 智慧转型节省物流成本 

6 月 15日，福州许多物流从业者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以“重新连

接”为主题的全球智慧物流峰会。记者连线采访获悉，随着先进技术

http://www.cs.com.cn/tzjj/tjdh/201605/t20160530_4980598.html
http://www.weilairibao.com/show-147-69661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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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用，未来物流成本可能由目前的占 GDP 的 16%降低到占 5%，电商

成本将极大降低。福州市快递行业协会人士表示，物流成本极大推高

了商品价格，比如一辆能载 10吨果蔬的运输车，从武夷山到福州海峡

批发市场，运输成本约 2000元，收购价每公斤 4角钱的果蔬，加上装

卸费、运费等费用，到福州就要每公斤 2 元多了。据悉，目前，包括

了顺丰、申通、圆通、中通等主要快递品牌的菜鸟网络内部已完成了

有关末端配送机器人[2.62% 资金 研报]、仓内拣货机器人等多个项目

的研发，并将在今年陆续投入使用。同时，菜鸟网络内的大数据和社

会化协同功能，已经建立起了向智慧转型的基础，可通过充分共享和

智慧化的物流，节省物流成本。针对快递包装垃圾暴增难以处理的问

题，到 2020年，争取替换 50%的包装材料，填充物替换为 100%可降解

绿色包材 

(来源：http://www.chinarta.com/html/2016-6/201661682847.htm) 

 

[机器人]顺丰引领快递行业全自动化机器人分拣模式 

随着越来越多快递企业的出现，快递行业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

烈。而在所有快递的服务质量都达到不相上下的程度之后，快递行业

的竞争也重新回归到最原始的时效性竞争。虽然现在的快递几乎都能

够保证时效性，但是没有最快，只有更快，作为快递行业的领头羊，

顺丰速运如今正在打造全自动化的中转站，致力于为消费者带来更快

的时效性。 

（来源：http://zk.shejis.com/hyzx/hyxw/201606/article_46547.html） 

 

http://www.chinarta.com/html/2016-6/201661682847.htm
http://zk.shejis.com/hyzx/hyxw/201606/article_465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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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多款“快递”机器人亮相智慧物流峰会 

在 13日菜鸟网络主办的智慧物流上就出现了不少快递机器人。据

介绍这些机器人五花八门，各种造型、功能的都有，有负责分拣和仓

储的如形如小圆凳机器人和睁着长长手臂的机器人，也有负责短途送

货的机器人以及备冷藏、保温功能的机器人等等，覆盖了了快递行业

的多个环节，极大的显示出了这些厂家们的野心。 

（来源：http://www.44971.com/41941.shtml） 

 

[机器人]全球快递业面临拐点 物流机器人年内投入使用 

“全球快递业经过 10多年爆发式增长，已经面临拐点，需要完成

智慧转型，才能支撑未来电商经济的持续增长。”昨天，在菜鸟网络举

办的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阿里集团 CEO、菜鸟网络董事长张勇表示。 

在他看来，中国物流行业正在涌现三大趋势：智慧化、绿色环保

化，以及覆盖更广的“货通天下”。菜鸟网络以及菜鸟联盟正在顺应这

三大趋势，通过赋能合作伙伴的市场化方式，以大数据和互联网为工

具，推动中国物流行业站到世界前沿。“智慧物流一定要依靠用技术和

数据赋能合作伙伴。今天在仓储、运输，在末端各种新兴业务，比如

分享经济带来的众包物流，都存在这样升级用户体验的机会，我们所

有合作伙伴共同面临这个难得的机遇。” 

（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info/2016-06/14/c_135434801.htm） 

 

[机器人]德国邮政引入莱尔克斯包裹分拣装卸运输机器人 

据悉，此次用于协助处理包裹的德国莱尔克斯智能机器人具有超

http://www.44971.com/41941.shtml
http://www.44971.com/41941.shtml


邮政业科技应用动态 2016 年 4-6 月合订刊 

41 

强的功能，不仅可以分拣和包装，还可以进行装载、卸载和运输等等。

其轻量化的机身、超快的反应速度以及以一当十的工作能力，得到了

邮政部门的认可与赞许。德国邮政包裹部门负责人克莱门斯·贝克曼

(Clemens Beckmann)说，“过去包装和运输方面的约 90%的工作都靠手

工完成，近来由于工人的大量减少，包裹量的大幅增长，我们急需找

到一种新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难题。而德国莱尔克斯全球领先的智能机

器人研发能力，加上其在中国天猫、京东、苏宁易等平台上的智能扫

地机器人的先进技术和遥遥领先的销量，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智

能机器人能够协同工作人员更快、更高效地处理包裹。” 

(来源：http://science.china.com.cn/2016-05/17/content_8773877.htm) 

 

  

http://science.china.com.cn/2016-05/17/content_87738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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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跟踪 

[前沿技术]谷歌获无人机送快递专利 将用绳索空投 

北京时间 5 月 3 日消息，据硅谷网站 Mercurynews 报道，谷歌当

地时间周二被授予的一项专利，描述了无人机在处于悬停状态时利用

绳索“空投”快递的方法。在快递高度降低过程中，安装在快递上的

“旁观者通信模块”会发出“避让提示”，例如蜂鸣声。系统也可以

发出闪烁的红色或黄色灯光，提醒人们不要靠近。 

专利申请材料称，“在快递下降到可能接触到地面上的人或其他

物体的高度(例如 12-15 英尺)前，快递下降速度将尽可能快，然后会

放慢下降速度，避免造成快递损毁或人员受伤，但又要保持一定速度，

防止在着地前人从绳索上解下快递。尽量提高快递下降速度有助于提

高送货速度，节省时间和无人机燃料，提高效率。” 

（来源：http://www.weiot.net/article-522620-1.html） 

 

[前沿技术]菜鸟网络拉上高德建 5 级地址库标准 

将精确到楼栋的地址信息纳入标准地址数据库，优化最后 500 米

的配送，这是菜鸟网路和高德地图合作正在推进的事情。 

人们在网上购物填写收货地址时，省、市、区县、街道和乡镇这

些地址是不用手动输入的，只需要在数据框内勾选。而道路名称、村

落名称、小区名称、商业门牌号、居民楼栋号等信息，则需要用户手

动输入，这些精确到小区和楼宇的信息属于 5 级地址库，未被列入国

家标准。精确到乡镇的信息则属于 4级地址库，是国家统一规定的。 

（来源：http://www.codes51.com/article/detail_1011687.html） 

http://www.codes51.com/article/detail_10116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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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动态]美国邮政局计划开始利用区块链技术 

美国邮政局（USPS）素来就以传统刻板著称，在如今的数字时代，

其更给人低效和守旧的印象。 

但是，区块链技术却能改变所有上述印象。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分

散性数字分类，能够用于密码保护，加强密码安全和篡改防护，因此

实际上目前有数百万用户每天都用到该技术。区块链数据库的分布式

特性意味着黑客更难攻击，他们必须要同时访问数据库的每个副本才

能成功。 

（来源：http://www.jpm.cn/article-9251-1.html） 

 

[技术动态]快递业如何用好 RFID 技术？ 

就当前而言，RFID 最好的应用场景也是快递企业需要解决的当务

之急—产品设计差异化以及通过实现自动分拣，设计一个高效率、低

出错率、自动化的快递物流配送系统。而如今 RFID技术的芯片成本大

幅度下降，更为这一技术的使用提供了最佳时机，但也对快递市场主

体提出了要求：一方面，快递企业需加大对快递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

提高从业者对 RFID 技术的研究和使用能力，从而使该技术能够更好地

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在重视 RFID技术研究的同时，还要关注技术的

标准化问题。没有标准化，对 RFID 的使用就无从谈起，没有强大的

IT 系统，配备 RFID 技术也没有用。因此，不能仅就技术论技术，还

要从流程上进行改造，要用实际的流程来配备相应的技术才能取得预

期的效果。否则，仅按现有流程、管理、模式，即便匹配了 RFID技术，

http://www.jpm.cn/article-92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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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任何意义。 

（来源：http://www.56products.com/News/2016-5-17/3AEG8G26G1KA3431230.html） 

 

[技术动态]快件用大数据路由分单 无人机配送 

在日均 2 亿快件的挑战下，快递企业已经开始做大数据应用。菜

鸟网络和中通快递、圆通快递试点的大数据路由分单，就是运用大数

据分析，结合高德地图的空间定位技术，实现包裹和网点的匹配。此

前，菜鸟网络联合三通一达等 14 家主流快递公司推出了电子面单平

台，以中通为例，目前一半的淘宝、天猫订单已经使用菜鸟电子面单，

发货速度提升 30%以上。 

（来源：http://news.c-c.com/info_4052834.html） 

 

  

http://www.56products.com/News/2016-5-17/3AEG8G26G1KA3431230.html
http://news.c-c.com/info_40528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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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重庆忠县三举措推进城市快递物流与新能源汽车融合发展 

开展专题调研，摸清底细。县研究室、县交委、县统计局先后 2

次对全县快递物流发展进行了专题调研。县政府、县交委先后 4 次组

织相关部门及全县 13 家快递物流企业召开座谈会专题研究电商物流

发展，并广泛征求相关部门、快递运输企业、长帆新能源汽车等单位

的意见建议，摸清了全县快递物流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加强政策帮扶，助推发展。充分利用长帆新能源汽车环保、节能、

适用的优势，整合工业发展、电商物流产业发展等资金 200 万元，对

快递物流企业自行采购新能源汽车的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助，并充分利

用小微企业补助资金扶持快递企业发展。 

    加强规范管理，统一标识。对快递投递车辆统一车辆标识，县交

委、县综合执法局、县公安交巡警大队对统一标识的快递运输车辆，

在城区投放快递时，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给予停靠支持。 

（来源：http://zx.cq.gov.cn/main/zxzw/gzdt/bmdt/763718e8-04a0-4ed1-ae85-c69fe0d37757.shtml） 

 

上海局推进智慧邮政信息化建设工作 

为进一步落实国家邮政局“智慧邮政”和上海市“智慧城市”建

设要求，3月 11日，上海市邮政管理局与上海中安电子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上海物联网有限公司、上海永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三家单位

举行签约和授牌仪式，共同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深入推进全市邮政业

信息化建设相关工作，提高行业信息化监管能力和信息化服务水平。 

（来源：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03/t20160315_730856.html） 

http://zx.cq.gov.cn/main/zxzw/gzdt/bmdt/763718e8-04a0-4ed1-ae85-c69fe0d37757.shtml
http://www.spb.gov.cn/dtxx_15079/201603/t20160315_7308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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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召开干部大会 贯彻落实国家邮政局科技创新座谈会精神 

2016 年 6 月 10 日，圆通速递召开干部大会，传达贯彻落实国家

邮政局召开的邮政行业科技创新座谈会会议精神。喻渭蛟董事长表示，

圆通全网要认真学习马军胜局长的讲话，领会座谈会精神，在服务智

能化、生产自动化、协同信息化、运输高效化、运营绿色化、管理科

学化等“六化”上狠下功夫，不断加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

新，加快成果转化，加大科技投入，大力提升圆通速递的发展后劲，

让信息技术引领圆通的未来。 

（来源：http://www.yto.net.cn/gw/news/html/2193.html） 

 

圆通速递召开实名收寄信息化全面推进大会  

6 月，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6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快递安全生产操

作规范》各项规定，紧跟国家邮政局战略步伐，圆通速递在浙江省区

组织召开了实名收寄信息化全面推进大会。圆通速递浙江省 130 余家

加盟公司分管操作、IT等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是继 5 月 25 日圆通速递在部分网点先期试点的基础上，

进行的全面动员布置，圆通总部安保监察部总监柯林铮受总部领导委

托发表了动员讲话及工作部署。 

（来源：http://www.cea.org.cn/hyzx/201606/t20160608_31585.html） 

 

圆通速递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 

近日，圆通速递公司与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达成战略合作，双方

将在信息化领域进行深入合作。 

http://www.yto.net.cn/gw/news/html/2193.html
http://www.cea.org.cn/hyzx/201606/t20160608_315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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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合作将有效推动圆通的信息化建设。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将

区块链、云、大数据、隐私保护等新技术引入电子商务和物流领域，

达到“成果落地、提高运营效率、人才培养以及共同提升”的目标。

其创新研发成果将优先在圆通进行验证和试点，并根据试点经验进行

改进，使其满足市场需求。 

（来源：http://www.spb.gov.cn/xydt/201606/t20160617_777334.html） 

 

 

  

http://www.spb.gov.cn/xydt/201606/t20160617_7773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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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 

我国首部《信息安全蓝皮书》即将出版 

没有信息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

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信

息安全蓝皮书》将对推动信息安全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积极的促进

作用。”4 月 14日，在北京召开的我国首部《信息安全蓝皮书》启动

仪式上，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李伯虎院士

说。 

（来源：http://www.sh.xinhuanet.com/2016-04/20/c_135295556.htm） 

 

三大通信运营商谈网信事业：安全、创新、人才缺一不可 

通信运营商如何保障网民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网络，让网信

事业惠及千家万户，助推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人民？4月 25日下午，中

央网信办召开了贯彻落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精神的互联网

企业家座谈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国内三大通信运营商

代表在座谈会上，就涉及网信事业发展的“核心技术”“人才”“网

络安全”“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等话题，结合实际工作和今后规划

分享了各自的体会。 

（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6/c_128934049.htm） 

中美战略安全对话在京举行 讨论网络安全等问题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 5 日在北京

共同主持第六次中美战略安全对话。双方就共同关心的主权安全、两

军关系、海上安全、网络及外空安全等重要问题坦诚、深入交换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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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双方同意继续充分利用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机制，就有关问题保持

沟通，增进互信，拓展合作，管控分歧，共同推动建设稳定、合作的

战略安全关系。 

（来源: http://news.sina.com.cn/c/nd/2016-06-05/doc-ifxsvenx3305102.shtml） 

 

MySpace 承认 4.27 亿条用户凭证被窃 

上周付费黑客数据检索引擎 LeakedSource透露4.27亿条 MySpace

用户凭证被泄露，今天母公司时代(Time Inc)承认微博服务遭到数据

泄露，并重复了一些我们已经知晓的细节。 

根据 LeakedSource 分析透露工发现了 427,484,128名用户密码，

但是并非所有都能和账号匹配，部分账号还设置有第二密码，部分账

号只有第二密码而没有主密码。部分数据库条目只有涵盖密码。 

（来源：http://tech.huanqiu.com/diginews/2016-06/8998035.html） 

 

俄“Facebook”1.7 亿用户信息被盗 黑市交易仅 1比特币 

北京时间 6 月 6 日消息，据科技博客 ZDNet 报道，欧洲最大社交

网站、俄版“Facebook”——VK.com 网站 1.71 亿名用户的账号信息

遭到黑客侵袭。不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黑客将这些用户信息拿到黑

市上兜售，开口要价仅为 1比特币，约合 580美元。 

社交网络 VK.com 原名为 vkontakte.ru，是俄罗斯最大的类

Facebook社交网站，拥有 3.5亿多名用户，在俄罗斯可谓是一统江湖。 

（来源：http://tech.ifeng.com/a/20160606/41618942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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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称将开始对“伊斯兰国”实施网络攻击 

驻扎在巴格达的美国空军少将彼得•格斯腾(Peter Gersten)于当

地时间 4月 26日称，美军将开始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实施网

络攻击。 

在网络攻击中，美国将力求使 IS的网络容量达到饱和以限制其与

招募成员间的联系和沟通。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以及美军参联会主席

约瑟夫•邓福德 2 月曾提出，美国已决心加快打击 IS 的斗争，其中网

络战争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来源：http://money.163.com/16/0427/09/BLLA987T00253B0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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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宣传 

信息化服务 

 

一、信息化规划研究 

及时跟踪行业科技和信息化发展动态，对行业科技和信息化发展

趋势有深入研究。先后承担国家邮政局系统信息化发展规划、邮政行

业科技发展规划、邮政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等研究课题。 

 国家邮政局系统信息化发展规划研究（2015—2020） 

 “十二五”期间邮政行业科技发展规划研究 

 寄递渠道安全监管“绿盾工程”总体设计 

 邮政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研究 

二、信息化咨询 

具备大型信息化项目一体化解决方案咨询服务能力。支撑国家邮

政局完成向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财政部等申报项目的建议

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等编制工作，为广东、吉林、海南、

大连、杭州等省和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提供信息化项目规划、方案咨询、

技术评估和实施指导等信息化相关咨询服务。 

典型案例： 

 大连快递安全监管平台项目建设方案设计 

 广东快递业安全监管建设项目方案设计 

 吉林邮政行业安全监管系统升级改造项目方案设计 

 安全生产监管信息化工程（国家邮政局建设部分）项目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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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报告编制 

 邮政业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三、信息化项目建设与管理 

 形成一整套完善的信息化项目实施管理体系，能够对项目全生命

周期进行有效管控。承担国家邮政局信息化项目建设和管理工作，圆

满完成了 2013年的“6.30工程”和“12.31工程”、2014年的“12.31

工程”以及 2015年的行政执法信息系统建设和快递业务经营许可信息

系统改造等国家邮政局各年度重点信息化建设任务，以及 2012至 2014

年“双 11”安全监管信息系统、电商协同平台和快递企业视频监控系

统的运行保障工作。 

典型案例： 

 省以下监管机构基础信息系统项目 

 国家邮政局办公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邮政行业统计信息系统改造项目 

 邮政业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工程 

四、信息系统建设 

具有丰富的电子政务信息系统建设和实施经验。负责国家邮政局

相关信息系统建设工作，已建设完成的应用系统覆盖行业管理、内部

办公、公共服务和数据资源等四大类，包括行政执法、行业统计、普

服监管、快递许可、安全监管、统一门户、OA、门户网站等 30余个系

统，为三级邮政管理部门构建起了具有邮政行业特点和符合行业管理

工作实际的信息化应用体系；建成了国家邮政局数据中心、地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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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等应用支撑系统，为各应用系统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地图集

成展示等提供了基础支撑平台。同时，承担建设了吉林、大连、杭州

等省和地市邮政管理局的相关信息系统。 

    典型案例： 

 国家邮政局行政执法信息系统 

 邮政行业统计信息系统 

 普遍服务监督管理信息系统 

 快递业务经营许可信息系统 

 邮政业安全监管信息系统 

 视频监控中心和视频监控系统 

 集邮联微信平台 

 邮政业舆情分析系统 

 集邮市场与用品用具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五、信息化培训 

为各级邮政管理部门提供信息技术培训和信息系统使用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