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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产业互联网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报告 

前言：物流产业互联网助推实体经济更高质量发展 

物流成为产业互联网的重要场景。目前，我国正由快递

物流大国向快递物流强国迈进，快递业务总量从 2010年 23.4

亿件增加到 2020 年 833.58 亿件，行业收入从 2010 年的

574.6亿元提高至 2020年的 8795.4 亿元。2020年，全社会

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值已经下降到 14.7%，相比于 2012年

下降了 3.3个百分点。物流产业发展由大到强的过程，在物

流基础设施投入和搭建之外，也是科技和数字不断赋能的过

程。2018年，菜鸟率先推出全球首个基于物联网（IoT）、人

工智能等技术的未来园区。在 IoT 的连接下，四通八达的物

流网络得以打通物流骨干网和毛细血管，通过技术创新和高

效协同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社会物流成本。在科技的赋能下，

通过数字化和线上化，打通数据系统，成为推动商业升级变

革的关键基础设施。在智慧化的实践中，深耕产业链供应链，

向深服务产业带，向下服务下沉市场，向外推动国货出海和

进口贸易，共同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物流产业互联网助推“两进一出”工程实施和国内国际

双循环。2020年，国家邮政局提出以“两进一出”（进村、进

厂、出海）工程为抓手，建设高质量的民生服务体系、高标

准的现代市场体系、高效能的国际寄递体系、高精准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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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体系和高水平的绿色发展体系。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

意见》提出“深化联动融合，促进产业协同发展。”2018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

的意见》。2020年，国家发改委等 13 个部门联合印发《推动

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增强物流

业在促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供应链协同、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等方面作用。2021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农

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分类推进“快递进村”

工程、完善农产品上行发展机制等。物流产业互联网面向下

沉市场、制造业市场、国际市场“三个市场”，全面推进快递

进村、进厂、出海“两进一出”工程，既顺应了我国物流业

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总体要求，也初步构建了内外融合互

通的全球物流网，更好发挥快递业畅通生产端与消费端功能，

服务实体经济，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见图 1）。 

 

图 1：物流产业互联网服务实体经济和新发展格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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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村：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2019 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光山县考察调研时

指出，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近两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都对快递进村作了部署。快递进村有助于畅通

城乡流通渠道，便利消费品下乡进村，释放农村内需潜力，

更好满足农民消费升级需要；有助于农产品出村进城，增加

农民收入，促进农民就业创业，促进农村农业现代化发展。

快递进村是缩小城乡差距，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

裕的有效途径。 

（一）共配体系引领乡村物流水平提升 

近年来，我国快递服务网络基础不断健全，县、乡、村

快递物流体系逐步建成，城乡之间流通渠道基本畅通。自

2014年推进快递下乡工程以来，商务部累计支持建设县级物

流配送中心 1100 多个，乡村电商快递服务站点 14.6 万个。

全国建制村已经实现直接通邮，主要快递企业已实现县级区

域全覆盖，乡镇网点覆盖率接近 98%。目前，全国日均快递

包裹量已超 3亿件，其中 1/3在农村地区。随着快递进村工

程持续推进，农村快递服务深度显著增强，农村综合物流服

务供给力度明显加大。到 2022 年底，符合条件的建制村将要

基本实现“村村通快递”，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将被打通，

农产品进城和消费品下乡的流通渠道会更加畅通，快递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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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愈益完善。 

邮政、快递、物流等企业通过共建共享基础设施和配送

渠道，引领带动农村寄递物流水平提升。2019 年 7 月，菜鸟

启动乡村快递物流智慧共同配送项目。充分发挥物流技术、

商业架构和资源优势，依托模式升级、系统迭代、电商融合

等支撑，与县域级多家快递企业一起，共享人力资源，缩小

快递员配送区域，提高配送密度。利用菜鸟研发的共同配送

系统，实现乡村县级共配中心和乡镇共配站点包裹统一处理，

提高了包裹信息分流处理和系统实操效率。 

经过三年的发展，菜鸟在乡村的普惠物流成效明显。相

应区域内乡村快递成本减少 20%-30%，人员效率提高 30%。菜

鸟帮助快递公司在乡镇建设标准化、数智化的共配公共服务

站点，帮助末端站点提高商业化能力。双 11 前，菜鸟已经在

全国 29个省域建设了 1000多个县级共同配送中心，其中包

括 7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 30000 多个乡村布局

了快递公共服务站。中国广大县域及农村地区形成快递物流

服务体系，为城乡消费者、中小企业、电商提供了商品到村

配送、县域间流通、农副产品流通等综合便捷服务。 

 

专栏 1    菜鸟乡村共配项目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 

中国地广村多，分布零散，资源分布不平衡，部分乡村空心化严重。菜鸟

支持建立的具有共配属性的乡村共配服务站点汇聚人流、物流、资金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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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业务、多场景、多业态，正在成为“快递+社区生活”属性的新型农村消费

中心，成为农产品上行的集散地，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节点。菜鸟在重庆江

津区设立的共配中心降低农村物流运营成本 30%左右，平均每年节约成本 40万

至 100多万元。江津油溪镇公共服务站增设了咖啡茶座、小商品超市，满足全

镇及周边乡、村快递服务需求同时，还利用取寄件人流拓展其他生活服务，增

加除快递业外的收入渠道，是乡镇快递末端站点商业化功能拓展较为成功的典

型。山西临猗县是国内苹果知名产地，在与菜鸟开展快递共配后，整个临猗县

快递包裹的上行件量达到了 2 万件/天，为果农网上销售苹果上行 20 万斤/每

天，巨大的水果上行单量，也有力支撑了临猗县快递进村。 

资料来源：重庆日报.乡村居民收快递更便利 菜鸟在渝建成 1200 余个共配镇村

服务站[EB/OL]. 

2021-06-10.https://app.cqrb.cn/economic/2021-06-10/695590_pc.html 

 

（二）乡村普惠物流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随着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消费观念不断更新，农村

居民消费意愿日益旺盛。农村逐渐成为我国消费增长潜力最

大的地区，乡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已连续 8 年快于城镇。

同时，乡村消费升级趋势明显，农村居民用于教育文娱、交

通通信、医疗保障、家电、汽车等大宗商品的消费支出增长

迅速。 

为进一步推动乡村消费潜力释放，2021 年 7 月 14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农村寄递物流，进一步

便利农产品出村进城、消费品下乡进村。伴随着农村对消费

品需求的日益扩大，快递进村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21 年 1-

8 月，全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673.2 亿件，其中，农村地

区收投量超 280亿件，带动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 1.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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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快递进村打通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后一公里”，

有效提高农村物流覆盖率，缩短配送时间，有助于丰富农村

消费的商品品类，充分释放乡村消费潜力，推动乡村消费市

场融入国内大循环。与此同时，快递进村在不断提升农民消

费体验，影响和改善农民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培养下沉市

场用户的购买习惯，提高生活品质，助力农村消费升级。 

 

专栏 2        乡村普惠物流畅通国内大循环“毛细血管” 

2020 年初，菜鸟开始在湖南耒阳推动快递进村项目，要在全县村庄招募村

级快递服务站站长。近百名阿姨加入菜鸟乡村快递站，在田间村头收寄快递，

每天处理上万件快递，总行程加起来有两千公里。他们将城里的家电、服饰、

海鲜以及以前不易触达的商品带进村民的生活。快递阿姨的一小步，使农民生

活往前迈了一大步。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自从开通菜鸟乡村普惠物流，快递量

增长了三倍，其中八成是网货下乡。进村的快递极大激发了普兰乡村的网购热

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网购品牌服饰、小家电、化妆品等。乡村物流的畅

通，激发了乡村消费力的提升，乡村消费和乡村物流形成良性循环，促进了乡

村地区融入国内大循环。 

资料来源：湖南日报.耒阳百名阿姨加入菜鸟乡村快递站 每天上万包裹送到村间

地头[EB/OL].2021-09-28.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2159148484910546&wfr=spider&for=pc 

 

（三）农产品上行中心推动农业农村发展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是乡

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农产品上行通道是我国农业现代化

进程中构建农产品市场流通新格局的重要抓手。发展农村快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2159148484910546&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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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有助于完善农业生产链、农村供应链、农产品销售链，

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快递进村将农产品规模化地带进

城市，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为农民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增加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助力

农业农村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 

为更好地帮助优质农产品出村进城、助农增收，菜鸟依

托快捷的共同配送体系，在农产品核心产区建设农产品上行

物流中心。通过整合农业、城乡快递物流行业和交通、电商

等资源，实现“产运销一体化”供应链。农产品在产地就可

以实现加工、销售、配送，减少损耗，降低仓储成本，促进

农产品销售。同时也为城市消费者提供更新鲜、品质更高的

农产品。2021 年双 11 前，菜鸟在云南、广西、陕西、山西、

湖南等农产品核心产地建设了 8个农产品产地仓，综合建筑

面积达到 12 万平米，为农户提供农产品产、运、销一体化供

应链服务。2021 年底前，计划在农产品核心产区加开 20 个

以上物流中心。 

当前，菜鸟为淘特平台上 70%以上的农产品发货提供物

流支持，覆盖包括河北邯郸鸡蛋、山东济宁大蒜、山西运城

苹果、湖南怀化冰糖橙、云南玉溪沃柑、河南开封蜜薯、陕

西宜君苹果、江西寻乌百香果等多个农产品产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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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     “产运销一体化”供应链让果农无后顾之忧 

随着乡村共配网络的展开，配送点在农村密集布局。菜鸟共配项目在云南

新平县柑橘种植核心产区水塘镇，布局了占地 3500 平米的农产品上行物流中

心。当地果农的柑橘就地实现加工配送销售，形成了日产 8万单的产能和 350

吨的加工能力，每单成本较在昆明加工转运节省 3到 5毛钱。菜鸟还为当地引

入了天猫、淘宝特价版等阿里巴巴电商渠道，不但解决农产品“产、运”问题，

还解决销售问题，形成了“产运销”一体的供应链体系。2021年 2-4月，菜鸟

上行物流中心帮助当地农户卖出柑橘 1800 吨，其中一半通过阿里巴巴电商平

台销售，同时还带动 200多当地农户就业。当地果农依托菜鸟农产品上行物流

中心，拓宽农产品销路，提高时效，节省成本，扩大农产品利润。 

资料来源：新华社.“共同配送”助力云南沃柑出山进城[EB/OL].2021-05-14.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9718719519607247&wfr=spider&for=pc 

 

二、进厂：推动产业带和供应链升级 

2020 年 2月，国家邮政局和工信部发布《关于促进快递

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到 2025年，快递业

服务制造业范围持续拓展，深度融入汽车、消费品、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等制造领域，形成覆盖相关制造业采购、生产、

销售和售后等环节的供应链服务能力，打造一批仓配一体化、

入厂物流、国际供应链、海外协同等代表性项目。加快“快

递进厂”工程，构建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快递物流

服务体系，对助力制造业企业降本增效和转型升级、推动我

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具有重要意义。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9718719519607247&wfr=spider&for=pc


9 
 

（一）源头产地仓助力产业带降本增效 

随着新零售和智慧物流的快速发展，阿里、京东、苏宁

等各大电商纷纷改变原有的供应链模式，将仓储直接移到原

产地，供应商就近送货入仓，使物流集约化、规模化。产地

仓主要应用于产业集中度高、单一品类规模大、销售网络遍

及全国的产业带区，能够有效帮助供应商优化备货结构、提

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以及提升紧急订单处理能力，随

时随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菜鸟在行业内率先提出“从消费供应链向产业供应链延

伸，打造消费供应链与产业供应链并重的服务模式”。截至

2021 年 6 月，菜鸟产业供应链已挺进全国 30 多个制造业产

业带和农产品原产地，通过在田间地头和工厂车间附近开设

产地仓，让生产者与消费者无缝连接，大大缩短工业品和农

产品的销售和流通环节，有效提高生产效率。 

数据显示，入驻菜鸟产地仓的大部分产业带厂家，物流

时效比传统提升 5 小时，平均物流成本降低 15%。利用菜鸟

产地仓，工厂得以将每天的发件截止时间延长 3个小时，80%

以上的订单实现了 48 小时以内“下单-发货-签收”。通过

端到端供应链的数智化和全局优化，菜鸟产地仓仓内效率在

年内有望再提升 3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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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金融界.助力实体经济 菜鸟产地仓为“华北纸都”物流降本 25% 

[EB/OL]. 

2021-09-17.https://www.sohu.com/a/490519885_114984 

 

（二）C2M 供应链带动生产制造智能化 

随着消费升级以及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消

费者已经成为市场的主导，消费需求正在日益呈现出个性化、

多元化特征，过去大批量采购、大批量制造、大批量运输的

以工厂为中心的推式供应链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的需求，C2M

（Customer to Manufactory，“消费者直达工厂”）供应链

模式应运而生。C2M 改变了由生产驱动消费的传统模式，在

通过减少中间环节流通费用、降低最终销售价格的同时，使

产品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品质和个性化定制的需求。龙头电

商还可以依托其大量消费数据，形成集中反映产品改进要求

或创新需求的报告，为制造企业研发设计提供重要依据。近

年来，电商纷纷入局 C2M，使消费者直连工厂，实现工厂与

专栏 4           菜鸟助力“华北纸都”走向全国 

素有“华北纸都”之称的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是我国最大的生活用纸产业

带，全区产量约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20％左右。这里聚集的几百家纸品加工厂以

高性价比路线的中小企业为主，对物流成本较为敏感，此前主要在华北区域销

售，很难把纸巾卖过长江。2020年，菜鸟在满城区设立了四个产地仓，工厂只

需要根据订单数量把纸巾送到仓库，仓储、打单、运输等流程统一由菜鸟统仓

统配，为工厂节约了 20％以上的物流成本。满城的供纸业搭乘数字化翅膀跨越

长江，走向全国。数据显示，保定满城产业带的各类生活用纸线上销量已经占

到了全国的六成左右。 

https://www.sohu.com/a/490519885_114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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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双赢。 

2019年底，阿里巴巴在淘宝事业群下专门成立 C2M 事业

群，布局了以产业带为核心的 C2M 战略。2020 年 3 月，阿里

巴巴上线主打工厂直供的淘宝特价版，计划未来三年帮助

1000 个产业带工厂数字化升级为产值过亿的“超级工厂”。

菜鸟 C2M 产地仓为淘工厂解决了对 C 端消费者发货的难题。

淘工厂入驻菜鸟产地仓后，只需要专心做好产品研发和生产，

菜鸟通过大数据结合平台流量权益、市场淡旺季等因素，为

工厂提供生产、销售及入仓备货的预测，助力工厂降低供应

链履约成本、提升库存周转、改善有货率。 

 

专栏 5        C2M 供应链带动手机壳产业转型升级 

广东省的手机壳工厂数量在全国占比近六成。以往这些手机壳工厂主要是

给品牌代工，经过多层流通环节才能触达消费者，利润率较低，且因缺乏渠道

而远离市场，普遍存在产能过剩、拖欠货款、山寨抄袭、价格战不断的痼疾。 

2020 年，广东多家手机壳工厂加入阿里 C2M 的“超级工厂计划”，将工厂

数字化并直连消费者，省去代理商、零售商的层层加价，用工厂的规模生产效

应来摊薄生产成本。深圳联合通科技有限公司表示，以前一个彩绘手机壳的批

发价要到 9.9元，现在最低能做到零售价 4.8 元包邮。按需定制的模式颇受消

费者欢迎，工厂将半成品的“清水壳”提前预备在菜鸟产地仓内，消费者下单

选择具体彩绘图样后，厂家可以在仓内完成最后的喷绘工序，通过个性化定制

避免盲目生产，降低库存。从下单到生产，最快不用 2小时。经数字化升级后，

工厂效率提升了至少 30%，备货时间缩减到一周。2020年全年，联合通公司总

业绩增幅达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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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金融界.助力实体经济 菜鸟产地仓助手机壳产业带工厂物流降本

15%[EB/OL].2021-09-2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1676881651513833&wfr=spider&for=pc 

（三）供应链数字化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驱动数字经济

快速发展，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

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涌现，

商家越来越趋向于渠道多样化、流量多元化，供应链复杂度

大大提升。传统的供应链要通盘获取全渠道、全链路信息，

需要不同部门进行汇总，再进行分析调配，需要花费大量时

间和人工投入。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企业对更加智能、高

效的数字化供应链需求愈加迫切。  

2019 年 2 月，菜鸟打造的“智能供应链大脑”（DSCC）

正式上线，帮助品牌商家打通天猫店铺、天猫超市、盒马、

零售通等线上线下多渠道，整合线上线下库存，实现“一盘

货”运营。依托遍布全国的智能仓配网络，菜鸟智慧供应链

帮助商家提前进行全国分仓布货，精准调货补货，并提供当

日达、次日达、送货上门等服务，帮助全球各大品牌更科学、

更智能地完成供应链决策，同时提升消费者体验与品牌复购

率。当前，菜鸟智慧供应链服务商家品牌已达数万个。 

 

专栏 6        玛氏：打造巧克力新零售供应链的标杆 

全球最大的食品公司之一的玛氏旗下拥有德芙、M&M、士力架等多个巧克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1676881651513833&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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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环球网.天猫双 11 前夕 玛氏箭牌和菜鸟启动供应链战略合作

[EB/OL].2018-10-24.https://tech.huanqiu.com/article/9CaKrnKe0QL 

 

三、出海：服务“中国制造”双循环 

物流产业互联网以数智化跨境物流网络为基础，持续创

新供应链服务，提升末端服务能力和协同运行效率，有效连

接供给端和消费端，为国货出海保驾护航，为构建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提供支撑。 

（一）数智化物流畅通国货出海新通路 

目前，跨境电商物流模式主要包括邮政包裹、国际快递、

物流专线、海外仓等形式。每种形式各有优劣，但物流成本、

履约时间、退换货便利等始终是跨境消费者的核心关切。数

智化跨境物流的稳定性、灵活性和高效性，为降低物流成本、

实现快速履约和便利退换货奠定基础。 

跨境包裹服务通过数字通关、干线包机、智能合单等创

新举措，为中小跨境卖家提供高性价比、高时效性的服务。

菜鸟全球包裹网络的日均跨境包裹量已经超过 500 万件，成

为与 FedEx、DHL、UPS并列的全球四大跨境包裹承运商。通

力、糖果知名品牌。巧克力的仓储运输条件严苛，对温度、湿度和送达时效都

有严格要求，产品给到消费者时的品质无法保证，一到夏天，线上销量就出现

明显的下降趋势。2018 年，玛氏箭牌与菜鸟启动供应链战略合作，联手天猫超

市、安鲜达等全面布局冷链，打通线上线下多渠道，通过全渠道数字化、可视

化，减少跨区发货，实现供销分离。预计，玛氏箭牌巧克力 80%的夏季销售区

域都将被盘活，夏季销量将会占到全年的 30%。 

https://tech.huanqiu.com/article/9CaKrnKe0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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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点线面、海陆空”立体式布局，为全球提供端到端物流

服务。2021 年双 11 前，菜鸟国际物流已在海外建设七大分

拨中心，运营跨境仓库超过 230个，包括保税仓和海外仓共

计超过 200万平米，服务全球 224 个国家和地区。预计今年

年底，菜鸟在海外布局自提点和自提柜将超过 3万组。联合

航空企业，使用 900 多条国际空运航线，全球干线网络覆盖

全球 220 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速卖通 75%以上中小企业

出口。菜鸟欧洲卡车网络覆盖德国、法国等国家。菜鸟网络

的跨境物流合作伙伴数量已经有 89 家，共同运营海陆空线

路，在重点市场建立了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本地化物流网络。 

 

专栏 7       “5 美元 10 日达” 让一杯咖啡钱送全球 

2020 年下半年以来，国际运费上涨、“一箱难求”成为外贸企业面临的最

大困难。菜鸟依托跨境物流网络和数智化物流能力，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优价

的物流服务。“双 11”期间，菜鸟全球包裹网络的载货能力预计将超过 3 万

吨，包机将超过 300 架次。菜鸟推出的“5 美元 10 日达”跨境包裹服务，帮

助中小企业以低于市场 30%的物流成本参与国际贸易，让更多商家用一杯咖啡

的费用送达全球。巴西“跨境十二日达”服务，通过每周 5 班中国—南美包

机，保证中国货物直飞巴西，大大提升物流时效。为确保包裹妥投时效，进一

步提升海外消费者的购物体验，菜鸟全球包裹网络为跨境商家提供“晚必赔”

保障，包裹如果未能在预计时间内送达，海外消费者能够获得相应体验赔付。

6 月 24 日，菜鸟正式开通中国—非洲跨境包裹专线，使中国到非洲的跨境包

裹的物流时效由原来的 60天缩短至 20天左右，显著提升当地消费者体验。 

资料来源：腾讯新闻，5 美元 10 日达，一杯咖啡钱，菜鸟如何送全球？

[EB/OL].2021-5-21.https://new.qq.com/rain/a/20210511A04YP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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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应链创新增强中国制造新优势 

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面临区域化、数字化、多元化

等一系列深刻调整重组，对我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全球供

应链服务可以提供原材料采购、库存仓储、海外头程、港到

仓、保税仓和海外仓发货、清关、配送及退换货等全程服务。

通过提升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高协同运行效率，有

助于增强全球供应链弹性，促进形成多元化分布格局。 

作为国内领先的物流供应链服务提供者，菜鸟通过扎实

的全球和全国物流枢纽、仓配园区等基础建设，基于技术创

新，打造智慧物流信息系统，保证全链条高效协作和服务水

平统一，实现供应链创新协同发展。天猫国际、网易考拉等

进口跨境电商平台超九成卖家使用菜鸟全球供应链服务。菜

鸟智慧供应链服务商家品牌达数万个，已合作的跨境物流企

业达 90家。菜鸟全球供应链通过提高效率，降低库存，帮助

卖家节省 20%的整体供应链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 

 

专栏 8    菜鸟物流为抗疫物资和疫苗运输“保驾护航” 

2020 年疫情初期，防疫物资出现大量缺口，海外采购和捐赠是应急物资的

重要渠道。菜鸟凭借高效整合的运输资源和全球供应链协同发展的经验，实现

了救援物资“秒级通关”，为有效控制疫情争取了宝贵时间。此后，菜鸟联合

全球 32 家物流企业，打造全球免费运输救援物资绿色通道。通过线上和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解决了抗疫产品的质检、品控、动态数量调整的关键问题。菜

鸟通过国际医药冷链温控和全球定位技术为疫苗运输保驾护航，实现了疫苗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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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过程的温度和轨迹实时监测可查。与阿里健康共同推出的“码上放心”追溯

系统，为每一支疫苗定制了“身份证号码”，实现一物一码精准对应，确保疫

苗安全。自疫情发生以来，菜鸟累计向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运送了超过

2.5亿件医疗物资，并已经顺利完成对圭亚那、巴巴多斯、苏里南、萨尔瓦多、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赞比亚、科威特等国家的中国新冠疫苗运输。 

资料来源：光明网，菜鸟成功运输中国新冠疫苗至特多和萨尔瓦多[EB/OL].2021-

5-20.https://m.gmw.cn/baijia/2021-05/20/34861761.html 

 

（三）联通国内外提升全球购物新体验 

依托数字化跨境物流网络和全球供应链协同创新发展，

物流产业互联网能更好地促进商品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流

动，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依托国内仓储物流园、产业园、

海关特殊监管区、海外仓等各类平台，畅通进出口及国内流

通渠道，更好助力国货出海，更好提升国内消费者全球购物

体验，满足国内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 

物流产业互联网通过高效精准匹配产销，协助商家合理

规划出口市场和时机，助力外贸企业提升数字化营销。协助

宣传推广品牌和形象维护，根据目标市场特点，制定专属营

销策略，帮助企业扩大品牌影响力。通过全球物流网络和供

应链服务，减少中间环节，实现快速履约，提升跨境购物体

验。菜鸟的国内仓配物流园、中转分拨园区、产业园区、海

外 eHub枢纽、海外仓、海外直采中心，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畅通创造条件。菜鸟保税进口网络覆盖全国 30多个口岸，是

目前全国最大的保税进口体系。通过菜鸟提供的保税、直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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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口物流服务，天猫国际和考拉海购等平台上的海外品牌

可以一站式进入中国市场，国内消费者更加快捷、更加全面

地体验跨境购物的乐趣。 

 

专栏 9          海外仓、优选仓助力“国货出海” 

近年来，我国海外仓发展迅速，数量已经超过 1800 个，服务范围覆盖全

球，成为支撑跨境电商发展、拓展国际市场的新型外贸基础设施。菜鸟海外仓

使货物配送时间从 7 至 10 天缩短为 1 至 2 天。西班牙马德里的消费者甚至在

下单 5小时后就能收到来自当地海外仓的包裹。为提供更低成本与更高效率的

跨境物流解决方案，菜鸟还推出了海外仓的前置仓——优选仓服务。菜鸟优选

仓可以自动帮助商家匹配最优的干线物流，节省仓租和人力成本 20%以上，提

升履约时效。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菜鸟智能物流大脑会根据每条线路的包裹流

速，海关、分拨中心等处理能力以及处理成本等综合因素，为每一件包裹智能

匹配选择兼具时效和成本的线路。 

资料来源：每日新报.菜鸟持续建设跨境物流网络，双 11 让更多国货更快出海 

[EB/OL].2021-10-2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4697547919539556&wfr=spider&for=pc 

 

四、绿色：打造全链路减碳新样本 

应对气候变化、降低碳排放已成为国际共识，绿色发展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2020 年 9月，我国提出“二

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

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承诺。2021年 3 月，“碳达峰、碳中和”

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明确在“十四五”时期，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 13.5%、18%。我国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4697547919539556&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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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总体较低，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和再生资源利用水平的需求十分迫切，“双碳”目标下，

物流行业也面临变革。菜鸟、顺丰、德邦等物流企业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加强绿色运营技术创新，持续推进绿色探索和

实践，物流绿色化水平不断提高。 

（一）企业联动：携手共建“绿色商城” 

我国邮政快递业快速发展，2020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达到

833.6 亿件，连续 7 年稳居世界第一，但与此同时快递包装

问题也带来资源负担和环境压力。2021年 7 月，国家发改委

印发《“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快递包装绿色

转型推进行动”，力争到 2025 年，电商快件基本实现不再

二次包装，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 1000 万个。各大物流

企业积极探索开展装箱算法优化、纸箱回收、运单“瘦身”

等工作，推动快递包装绿色转型。 

随着菜鸟从消费供应链到产业供应链的绿色行动升级，

一批跨国企业都把菜鸟绿色方案作为在中国市场的首选，包

括雀巢、联合利华、飞利浦、SK2 等诸多品牌商家在内，已

和菜鸟绿色物流开展了如减碳包装设计、环保包材替代、包

装上门回收、增加原箱发货体量等一系列绿色合作。2021年

双 11 期间，消费者可以在手机淘宝和菜鸟 APP的双 11 绿色

专区“绿色商城”，作为双 11首个绿色会场，覆盖食品、家

装、消电、母婴 4 大行业，共 50 万款商品，2000 余户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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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参与。菜鸟联动多个全球消费品牌，通过在快递运输

“物流详情”中对绿色商品和绿色包装进行“绿色包裹”

的打标，鼓励商家使用环保寄件袋、无胶带拉链箱。 

 

专栏 11        菜鸟飞进雀巢——雀巢的碳中和之路 

2020 年 10 月，菜鸟与全球食品、供应链巨头雀巢宣布启动“绿色包裹战

略合作”,在双 11 期间雀巢对产品包装进行持续性减塑,并同菜鸟一起全方位

开展包装合作，在产品包装设计、快递包裹运输以及增加产品原箱发货的体量

等方面，最大化降低塑料使用。 

2021 年 6 月，雀巢与菜鸟达成新合作——在中国地区全面推进绿色供应

链。该方案从商品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就开始介入，包括商品的存储、中转、分

发环节，直至最终从消费者手上回收包装物，在行业内首次实现全流程的绿色

供应链管理。双方绿色合作的新项目——“咖啡包装上门回收”已在菜鸟 APP

上线。 

菜鸟为雀巢提供的一系列绿色供应链措施将逐步推行，包括：在雀巢工厂

对商品做订制化包装，减少塑料材料的使用；在工厂里使用绿色智能周转箱，

降低纸箱的消耗；在仓库内把多个销售渠道的商品进行统一库存管理，并使用

智能工具进行预测和作业，减少频繁调拨带来的交通能源消耗；通过算法为商

品订单匹配合适箱型，减少包装物的浪费；推广原包装发货，减少二次包装带

来的新材料使用；在菜鸟驿站进行包装物回收；通过菜鸟裹裹上门回收咖啡胶

囊等特定包装材料。 

资料来源：人民资讯.雀巢与菜鸟全面合作打造绿色供应链[EB/OL].2021-08-2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9128292918118537&wfr=spider&for=pc 

 

（二）数字化减碳：打造绿色物流全链路 

绿色物流是现代物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2019 年 3

月，浙江省发布全国首个省级绿色物流发展指数，旨在全面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9128292918118537&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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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物流行业绿色发展水平，推进绿色物流发展。随着“双

碳”战略的不断落地深化，国内物流运输行业转型升级迫切，

物流企业加速布局。科技创新成为物流运输绿色化发展的第

一动力，新技术、新模式助力物流运输在低碳高效的道路上

加速行进。 

菜鸟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位于行业前列，并在全球最丰

富的物流场景中得到长期训练和验证，形成了普惠的技术解

决方案，包括末端智能取件、无人车智能配送、快递全链路

IoT 方案、商家智能供应链管理、无人仓智能分拣等等，打

造绿色物流全链路，引领物流行业绿色升级。据中环联合认

证中心（CEC）测算，使用原箱发货、装箱算法、环保包材的

“绿色物流包裹”单位减碳量分别可达 358g、62g 和 22g，

如果一个包裹能历经完整的菜鸟绿色物流全链路可减碳超

过 1000g。过去一年，基于菜鸟绿色物流全链路环节已产生

194.47 亿次绿色物流行为，共减碳超 25万吨。 

 

专栏 12                菜鸟绿色运输技术 

智能装箱算法：菜鸟智能装箱算法通过箱型优化技术，可匹配最合适的箱

型，直接减少 15%包材使用。 

智能路径规划：通过智能路径规划算法的应用，可以在配送中选择最优的

配送路线，据统计，可以减少 1/3的配送距离，有效减少碳排放。 

乡村共配：菜鸟乡村共同配送落地全国 1000 多个县域，在包裹时效提高

的前提下，通过共用车辆可节省数千辆运输车的燃油消耗。按每亩树每天可吸

收的二氧化碳量计算，仅此一项就相当于在 618 期间植树数百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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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2021 年天猫双 11期间，全国 70城市 200余所高校将落地 350

辆菜鸟无人车小蛮驴送货。相较于传统燃油车，菜鸟无人车小蛮驴采用电能，

充 4度电可跑 100公里，菜鸟物流路径规划算法还可在配送中选择最优的配送

路线，有效减少碳排放。 

资料来源：腾讯网.菜鸟：让低碳实现数字化和可视化[EB/OL].2021-08-31. 

https://new.qq.com/rain/a/20210831A0ABH300 

 

（三）全民参与：建立个人减碳账单 

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既是企业应该承

担的社会责任，也离不开民众参与。阿里菜鸟、顺丰等相关

企业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引领民众参与纸箱回收等环保

活动，提高民众环保意识，促进全民参与、全民共治，共同

推动社会绿色发展。 

为了增强消费者绿色物流意识，推动消费者践行绿色回

收行为，从 2018年双 11起，菜鸟便开始推动“菜鸟回箱计

划”，联合快递公司，在菜鸟驿站和全国快递网点铺设绿色

回收箱，推动快递纸箱分类回收、二次利用，培养消费者垃

圾分类、回收利用的习惯，鼓励快递纸箱循环使用。截至目

前，菜鸟绿色回收箱已经覆盖全国 31个省区市 315个城市。

为了备战 2021 年双 11，菜鸟在末端站点再新增 1.2 万个回

收箱，10 万个快递网点和菜鸟驿站，并联合线上天猫、淘宝、

菜鸟“绿色专区”发起“双 11绿色回箱全民互动”，鼓励更

多绿色回收行为。 

消费者可在淘宝 APP、菜鸟 APP 搜索“快递包装回收”，

https://new.qq.com/rain/a/20210831A0ABH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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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天猫双 11 绿色互动页后可查看 2020 年 11 月 1 日以来

的个人减碳量，生成自己的“个人减碳账单”。除购买使用绿

色物流包裹的商品外，消费者可以通过“驿站取件”、“驿站

回箱”和“到站寄件”这 3种方式增加减碳量。 

 

专栏 13         回收绿色包装，领 750 万颗鸡蛋 

2021年双 11期间，菜鸟推出“回收绿色包装，领 750万颗鸡蛋”活动，

11 月 1 日至 15 日期间每天以 50 万颗鸡蛋实物激励大家参与绿色回箱，传播

绿色回箱理念。具体做法如下： 

去菜鸟驿站取包裹——取完包裹把旧包装留在驿站回收箱——扫驿站指

定二维码进入活动页——当天取了几个包裹，就自动点亮几个鸡蛋，活动期间

数量可以累计。 

天猫双 11 期间，全国有 6 万多家菜鸟驿站共同参与“回收快递包装，全

民送鸡蛋”活动，届时全国 100 多个城市的社区成为双 11 的绿色物流主场。

同时 1万家菜鸟驿站将试点旧包装绿色寄件，线上线下共同推动快递包装回收

和再利用，进一步落实绿色物流减碳。 

 

资料来源：腾讯网.绿色双十一：既是消费节，又是减碳试验场[EB/OL].2021-11-

05.https://new.qq.com/rain/a/20211105A08GA000 

 

展望：走深走实和绿色低碳是物流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 

精准对接需求，扎实投入，深耕“两进一出”工程。积

极拥抱并运用数据、算法技术、云端、物流感知等技术，更

加扎实投入，深耕乡村，深耕工厂，更好服务国货出海，更

好服务中小企业，让物流服务更精准、更可靠、更智慧。扎

实落实国家关于共同富裕战略部署，精准对接工业品下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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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进城的双向需求，走实走宽“快递进村”。聚焦时间敏感

型、温度敏感型、周转型制造业需求，推动上下游产业互联

互通、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推进敏捷供应链和温控供应链

能力建设，助推产业带转型升级。实施“快递出海”支撑计

划，完善全球数字化物流建设，推动高质量走出去、高水平

引进来。树立共享发展的理念，打破企业间、业务间、部门

间壁垒，打通产业链上下游赌点，推动物流在线化、业务数

据化、产业数字化，促进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商流四流

合一，提升产业链数字化发展水平，助力产业数字化发展。 

绿色低碳发展，生态优先，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积

极参与绿色国内国际合作,持续推动物流走生态优先、绿色

低碳发展道路。开发绿色物流系统，打造绿色园区、绿色仓

储、绿色包装、绿色运输、绿色回收等全链路的绿色物流体

系，更多使用绿色能源和可循环包装，减量使用包装并绿色

回收，让物流网络更加集约、绿色、智能和高效，更好地满

足多领域、多场景、多样化的物流需求，更好支撑国内国际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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