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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1个月备货 准备5套网销方案

山山东东““淘淘宝宝村村””血血拼拼备备战战““双双十十一一””

本报广州10月19日讯（记者
张頔） 由泛华集团发起的国内首
个互联网互助平台“e互助”近日全
面上线。该平台带有公益性质，用
户只需关注“e互助”微信公众号，捐
助3元即可申请为会员。

“e互助”的首个家庭守护计划
旨在为罹患癌症或意外死亡的互
助会员及其家庭提供帮助。一旦平
台上有人罹患癌症你可每次捐出
最多3元钱；如果患癌者是你本人，
其他成员也能以同样的方式为你
筹集善款，善款最高金额为50万元。

“e互助”聘请泛华保险评估有
限公司作为独立调查机构对互助
事件的真实性进行调查。平台资金
由招商银行大连分行全程托管，捐
助资金直达受捐账户。

国内首家互联网

互助平台上线

本报济南10月19日讯（记者
王茂林） 近日，在中国移动山东
公司承办的4G网络助力智慧城市
建设高级研修项目上，飞象网CEO

项立刚表示，移动互联、大数据和智
能感应三者结合正在创造全新的市
场和产业链，在这个新的产业链上，
运营商的机会将是智能管道。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移动已
推出了基于4G网络的高清视频监
控、即摄即传、智能公交、智慧医疗
等信息化应用。随着三大运营商加
紧布局4G网络，智慧城市、信息化
应用也成为新的竞争领域。

专家称4G时代

运营商要做智能管道

随着“双十一”临近，各网店商户也进入了备战的冲刺阶段。记者在我省入选全国20个淘宝村的博兴县
湾头村、顾家村走访发现，各网店或忙着招兵买马扩充运营团队，或提前一个月备货，有商家甚至提前准备
5套网销方案以应对爆棚的流量。

“现在正是各个淘宝
村冲刺的时刻。”博兴县中
小企业局局长曹高升告诉
记者，湾头村草柳编工艺
品在淘宝注册集市店1000

余户；在天猫注册50余户，
年网上交易额突破 2 . 2亿
元。顾家村老粗布同样在
网上卖得火爆，目前在淘
宝注册集市店300余户，在
天猫注册商城店20余户，年
网上交易额突破3亿元。

如此大规模交易量，一
旦遭遇“双十一”，自然给电
商每个产业链上的环节都带
来巨大考验。最明显的如专
业电商人才，孟丽丽说，在南
方一到“双十一”这种旺季，
客服、美工、运营等专业人员
一招就来，而北方就比较困
难。比起产品、编工的优势，
村民在网络信息化方面的技
能明显落后一大截。

“下一步政府将加大
培训力度，并统一规划电
商产业园，打造淘宝村的
升级版。”曹高升表示，此
前当地政府跟阿里巴巴接
触时，较多地谈如何网上
开店，现在发现开店是一
方面，关键是网店运营以
及公共服务配套，以后将
更多转向对网络运营人才
的培训。县里正规划一个
超百亩的电商产业园，彻
底解决各类硬件瓶颈。

人才场地受限

公共配套临大考

本报记者 李虎
实习生 周冉冉

快递员：

收入不低于5000元

中国快递协会预计，今年
“双十一”当天的快件量将达到
2 . 51亿件，比去年同期增长1亿
件，从11月11日至20日的快件
总量同比增幅将超过70%。各家
快递公司提前一两个月开始为

“双十一”储备人员。
在10月9日宣布开启“双

十一”模式后，韵达全国各大
网点便进入备战状态。截至目
前，韵达快递在全网络原有2
万辆运输车辆的基础上，又储
备了1000辆运输车辆，并在原
有8万派送人员的基础上，又
新增了1万余名储备人员。

除韵达外，申通、圆通、全
峰等快递公司纷纷出手抢人，
网络上有关快递员招聘的广
告从9月份开始逐渐增多。

申通一家快递网点负责
人告诉记者，今年“双十一”预

计快件量将会增加至少三成，
按照去年的经验，快件派送压
力会从“双十一”当天一直顺
延一个月，增加人手是防止爆
仓最直接的办法。

“现在快递员不好招，为
了抢人手，我们从9月中旬就
开始着手招人。现在各大快递
网 点 承 诺 的 收 入 都 不 低 于
3000元，有的快递点甚至保证
不低于5000元。”该负责人说。

顺丰速运济南地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双十一”的预案
正在启动中，已经开始与辖区
内的快件大户进行对接。

分仓：

提前备货到发货地

业内人士表示，“双十一”
逐年暴增的快件量仅依靠增
加人力无法保证，不少快递业
开始通过优化供应链来保证

“双十一”的平稳过渡，分仓储
存成为解决爆仓的新选择。

从去年开始，韩都衣舍就
开始将“双十一”的主打产品
直接存放在圆通等快递公司
的中转中心，消费者下单后直
接从中转中心发货，减轻自身

仓储压力的同时也可保证产
品第一时间发货。

顺丰今年精选了15个城
市的仓库供商家选择。电商商
家可选择不同地区的仓库，提
前备货到仓，进行分仓管理、
发货。分仓备货将帮助电商降
低仓储和人力成本，通过提前
备货到发货地的方式，将降低
因集中发货导致的资源紧张
和时效降低，减小爆仓的可
能。

菜鸟今年将继续通过物
流预警雷达给快递公司和商
家发货，并与14家主流快递公
司、国家邮政局等政府部门形
成联动机制。相关负责人表
示，一旦发生爆仓，将会协调
运力协助进行中转。

生鲜今年也将发力“双十
一”。生鲜品类以预售为主，预
售周期从本月20日开始，用户
可前期预订。“提前预订可以
让商家掌握好备货量，前几年双
十一期间生鲜促销较少，今年估
计销售量将会大涨，冷链物流将
会经历比较大的考验。”一家电
商负责人说。

今年“双十一”当天快件量预计2 . 51亿件，比去年多1亿件

快快递递公公司司：：提提前前抢抢人人 优优化化供供应应链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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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头村孟丽丽

去年一天卖了30多万元

本报记者 马绍栋

“这两天每天销售额在2万左右，不是
特别高，大家都铆着劲筹备双十一。”17日下
午，博兴县湾头村的孟丽丽正在忙着指挥
人员对产品打包。孟丽丽在天猫上开的店
叫目暖家居。几十平方米的农村院落里，草
编鞋柜、收纳箱等各种本地特色的草柳编
产品密密麻麻堆满了整个院子，这些货将
发往江苏、福建、辽宁等多个地方。

在屋里略显简陋的“办公室”里，四名
员工正盯着电脑各自忙碌手头的工作，阿
里旺旺的“嘀嘀”声此起彼伏。其中一名美
工正设计“双十一”促销页面。“今天到目前
为止已经接了60多单，比平常150-200单的
数量略少，买家都在问‘双十一’有没有活
动，想到那天再下单。”一位客服人员称。

据孟丽丽介绍，去年11月11日一天卖了30
多万，每次“双十一”都让人忙到崩溃，客服、网
页、产品、物流……每个环节跟不上，都有可
能影响消费体验。“和去年持平肯定没问题，
要再冲高必须得提前准备。”孟丽丽正计划再
招聘3-5人负责客服接单，另外还要分配好有
限的生产能力。“上个月最高峰时卖了1000多
件，我们实在编不出来，只好下架，而且大件
物流业不好发，这些都得提前规划好。”

顾家村吴大魏

订单预计暴增20倍
“我们早就提前一个月备货了。”在博兴

县另一家以经营老粗布而闻名的淘宝村———
顾家村，天宜家居用品电商部负责人吴大魏
告诉记者，由于公司电子商务起步较晚，去年

“双十一”他们没有赶上，今年他们提前介入，
详细筹划每一个细节。

吴大魏介绍，现在他们一天接不到200单，
正常应该在200-300单，因为消费者已经在打探

“双十一”的活动信息，导致销售出现淡季。“双
十一”当天，公司计划按半价折扣搞活动，预计
销量比平时多20倍以上。“300单乘以20，销量压
力可想而知。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3套方案，要
看当天反应，每个产品反应不一样，一旦数据变
化到一定程度就启动另一套方案。”

记者了解到，“双十一”当天，公司会24小
时在线有人，根据销量看反应，在各主推产品
之间调换。“比如我们计划主推的这个床上三
件套，500多元，如果1-2个小时内下到超过
1000单的话，生产部门吃不了，就必须赶快撤
下来换另一款。这就考验自身的生产能力，还
要考虑当地物流发货能力。”

吴大魏表示，提前备货必须看市场需求，
要经过详细的市场论证，一旦网络消费者不
认可，那很可能压库存了。

在博兴县湾头村，一
天猫卖家的工作人员正忙
着打包发货。

马绍栋 摄

历届“双十一”战绩及快件数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53亿
191亿

350亿

500亿

5000万
1亿

1 . 5亿
2 . 5亿

销售额（元）

当天产生快件数（件）

据新华社广州10月19日电 央
行“9·30房贷新政”出台后，作为新
政的重要武器的房贷证券化引发
各界关注。

“9·30房贷新政”提出，鼓励银
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发行住房抵押
贷款支持证券（MBS），专门用于增
加首套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
自住房贷款投放。MBS最早于上世
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极大促进了
美国金融和房地产市场发展。有消
息称，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正就
房贷证券化展开内部调研，但尚无
具体时间表。

央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4

年6月底，房地产贷款余额达16．16

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个人购房贷款
余额10．74万亿元，占比达66．5％。
也就是说，一旦我国MBS启动，将
可以撬动10万亿元“庞大的沉积资
产”进入房贷渠道。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版“两房”
开闸有利于信贷环境宽松，但同时
也要吸取美国房贷证券化的教训，
严防房地产金融泡沫风险。

中国版“两房”启动

撬动10万亿进房贷

个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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