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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东购物，许多消费者当天提交订单，当天或次

日就能收到货。通过京东物流，商家能够得到更加快捷

高效的供应链服务。

9 年前在河北设立第一个快递站点，5 年前在河北

设立第一个分拨中心，如今在河北拥有两个大型物流中

心。近年来，国内著名电商企业京东商城在河北的布局

脚步不断加快。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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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

石家庄市鹿泉区

物流协同发展
网络遍布城乡

从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2018
年，我省完成快递业务量17.4亿件，
绝对值居全国第8位，增幅46%，居全
国第4位。完成快递业务收入181亿
元，绝对值居全国第8位，比上年晋升
1位，增幅43%，居全国第1位。在快
递业务量全国前50位的城市中，石家
庄的位次比上年前移了3位，保定、廊
坊市均前移2位。今年，我省快递业
务量计划完成21.4亿件，快递业务收
入计划完成226亿元。

目前，全省快递服务营业网点达
11378 处 ，快 递 网 络 乡 镇 覆 盖 率
100%。行业日均服务人次逾千万，全
年支撑网络零售额超2300亿元，对消
费增长的间接贡献接近30%。

根据省邮政管理局印发的《河北
省邮政业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服务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行动计
划（2018-2020年）》，我省将优化区域
网络空间布局，基本建成京津冀区域
的当日达、次日达相结合的网络体
系。推动快递物流园区建设，发挥河
北的成本和空间优势，承接北京区域
性快递集散分拨中心，研究推进快递
国家一二级枢纽城市试点工程建
设。提升作业效能，大幅缩短寄递全
程时限，推广“仓配一体化”服务模
式。服务雄安新区邮政业建设发
展。探索跨区域协作监管和区域内
政策、标准化一体化。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
实施意见》，到2020年，全省电子商

务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网络平台和
园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创新能力逐
步增强，全省网络零售额突破4500
亿元，年均增幅达到20%以上，占全
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20%
以上。快递物流节点布局更加优化，
基础设施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电商
物流末端服务能力明显提高，智慧快
递物流服务体系基本建立，电子商务
与快递物流更加高效协同，全省快递
业务量达到25亿件，年均增幅达到
30%以上；建成校园快递综合服务中
心130个，社区快递综合服务站点2
万个，农村快递物流公共取送点3万
个。

到2020年，承德、张家口、秦皇岛
市快递（电商）物流园区日处理能力达
到20万件以上，其余8个市快递（电
商）物流园区日处理能力达到50万件
以上。

引导有条件的电子商务企业建
立自有快递物流配送体系，降低配
送成本。到2020年，年交易额10亿
元以上的网络零售平台达到10个；
创建100家省级以上电子商务示范企
业，自建快递物流配送体系的达到
30家。

推动已建成电商园区整合现有空
间资源，植入快递物流主要业务，设立
快递物流集散和分拨中心。到2020
年，省级电商园区快递物流主要业务
植入率达到30%；省级以上电子商务
示范基地达50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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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比现在要低不少，整个站点每天派单
量仅二三百单左右，消费者从购买到收到
商品的时间也相对较长。

消费者购买量越来越多，京东在石家
庄的快递站点也不断增加。目前，石家庄市
有京东快递站点 58 个，每天派送单量增长
了300多倍。

随着业务量增长，2014 年 2 月 28 日，
京东在石家庄设立了在河北的第一个分拨
中心。左铁成的同事喻琪祥参与了分拨中
心的建设和运营。他告诉记者，分拨中心是
集分拣、送货等多种职能于一体的物流据
点，虽然仓储还在北京，但根据数据分析，
大量的商品可以运送到石家庄后再分拣配
送，效率有了很大提高。

石家庄分拨中心开业当天，喻琪祥工
作到了深夜。“很多同事的嗓子都喊哑了，
大家对未来充满信心。”喻琪祥说，也就是
从设立分拨中心时开始，他从各种媒体上
不断听到看到“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词
汇，“我意识到河北的商贸物流业将迎来发
展的黄金期。”

果不其然。2017年，京东在石家庄市鹿
泉区成立了物流园，FDC仓应运而生。京东
物流华北区分公司公共事务部高级经理韩
志同介绍，FDC 仓是区域仓储中心之下在
重点区域建设的前端物流中心，石家庄市
的 FDC 仓覆盖石家庄、邯郸、邢台、衡水等
地。根据大数据分析，石家庄及周边地区消
费者经常购买的商品直接存储在石家庄的
FDC 仓。有了 FDC 仓，这些地方消费者购
买的大部分商品直接从石家庄就近出货配
送，大大提高了配送时效。石家庄市大部分
城区的消费者更是可以享受到“211服务”。

石家庄京东物流园是一座大型物流中
心，包括快速分拨中心、速运转运中心、大
家电运营中心和 FDC 仓，仓储设施面积超
过 8 万平方米，服务的终端快递站点超过
700 个。韩志同说，在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
物流服务的同时，石家庄京东物流园还对
外开放，针对石家庄市及周边商家推出系
列物流服务产品，让商家的产品通过京东
物流第一时间配送到更多消费者手中。

京东物流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注意
到河北要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
基地，京津冀市场间的要素流动越来越快，
河北融入京津的物流配送体系正在逐步搭
建，因此，他们加快了公司在河北的物流业
发展布局。

鉴于石家庄市的区位优势和要打造全
国现代商贸物流中心城市的决心，他们在
鹿泉区建设了石家庄京东物流园。

与此同时，京东也在河北其他地方不
断落子，在京津冀区域的商贸物流服务能
力不断提升。2018年，京东张家口大件运营
中心正式开仓，张家口及周边地区消费者
购买大家电时可以享受到“211服务”。京东
张家口城市仓也正式开放，该仓覆盖日用
百货、母婴、厨电等热销品类。

目前，京东在我省各设区市都设有分
拨中心，快递站点超过 250 个。同时，京东
已经在石家庄、固安、邯郸、唐山等地建设
物流中心。其中，固安、石家庄两地的物流
中心为大型物流中心，覆盖整个河北区域。

物流业快速发展让“快递小
哥”在河北大展身手

在到河北工作之前，左铁成是北京的
基层快递员。“通过在北京锻炼，我掌握了
从事快递业的基本技能，为在河北的发展
打下了基础。”他说，快递行业看似简单枯
燥，其实对从业者的专业能力、服务规范、
职业操守和利用快递领域大数据资源等方
面都有着较高要求。

左铁成举例说，比如由于消费者的原因，
快递员等待了很长时间，耽误了接下来的派

件。这时，快递员对消费者的服务态度如何，
就很有讲究。“等都等了，如果态度不好，有可
能引来不快甚至误会。如果仍是良好态度，就
有可能获得良好口碑，争取更多的消费者。”

“干快递这一行，需要不断学习。”京东
物流商家服务部河北商服负责人丁杰以前
也是北京的一名基层快递员，由于踏实肯
干、爱动脑筋，他很快成长为一名管理者。
近几年，丁杰先后负责了京东在河北和天
津的快递运营全面工作。

丁杰说，最让他自豪的事情，是带出来
了几十名经理级的快递业管理者。他对一
件小事记忆犹新：“还在北京工作时，一天
深夜我正在加班整理资料做报表，突然发
现一个人站在身后。”丁杰介绍，原来是同
事老周希望跟着他学习做报表。接下来半
年的时间里，老周每天都在凌晨以后才休
息，跟着丁杰学习，掌握了快递业很多运营
和管理技能。

丁杰所说的老周，名叫周建军，目前是
京东物流渤海片区的负责人，高级经理。

京东物流相关负责人说，正是有了像
丁杰、周建军、左铁成这样一批快递业的管
理人才，京东物流在河北的布局和发展才
更加高效。

该负责人介绍，为了更好地服务石家
庄及河北消费者，京东物流将继续优化在
石家庄及河北其他地区的物流布局。仓储
方面，将升级在石家庄的物流中心，扩充规
模和辐射范围，丰富商品品类，同时，继续
在河北省内优化物流网络布局。

“未来几年，将有更多消费者享受到
‘211服务’，这也是我的同事和同行们大展
身手的好时机。”展望未来，丁杰信心满满。

现代物流布局让网购无限
接近用户

2 月 13 日上午，石家庄市的李先生通
过京东商城手机 APP 下单购买了一个电
动剃须刀。让他没想到的是，当天下午京东
快递员就把剃须刀送到了他手中。

“消费者能这么快收到商品，是因为商
品就是从石家庄本地发货，我们在石家庄
市鹿泉区拥有本地仓库。”京东物流燕赵片
区裕华分区经理靳少龙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李先生2月13日上午10
时12分下单，10时29分订单打印完成，10
时 54 分在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京东物
流园打包完成，商品于下午 1 时 46 分到达
石家庄宫家庄营业部，下午 3 时 08 分就由
快递员胡勤国派送完毕。

靳少龙说，目前在石家庄，消费者在京
东商城购买的商品，只要是从鹿泉区的京
东物流园发货，都可以享受到当天11时前
下单当天派送，当天夜间11时前下单第二
天早9时开始派送的“211服务”。

与此同时，石家庄的消费者还可以像
北京的消费者一样，根据需要选择精确收
货时间。靳少龙介绍，如果需要指定时间收
货，石家庄的消费者可以选择“京准达”配
送服务，快递员将在消费者自主预约的时
间范围进行配送。由于该项业务最先在北
京开展，所以称为“京准达”。

在石家庄有了物流园，周边一些商家
也开始享受到京东快捷高效的物流服务。

2 月 14 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鹿泉区
的石家庄京东物流园。只见成排的货运汽
车排在对应的出货口，工作人员忙着运货
装车——虽然路面有了积雪，纷纷扬扬的
雪花在空中飘舞，物流园里仍像往日一样
忙碌。

石家庄京东物流园速运转运中心工作
人员左铁成一边巡查现场，一边打电话与
商家沟通有关事宜。“速运转运中心是新成
立的部门，主要负责运送商场、实体零售店
的大宗订单。”左铁成说，速运转运业务是
京东根据市场需求发展的新业务，可以为
商家提供货物快速中转的入仓物流服务。
基于京东物流数字化的仓配服务网络体系
及全流程数据控制力，速运转运能够为客
户提供更优化的服务方案，提高效率、降低
成本，是京东以物流为载体的供应链服务。

左铁成说，作为京东物流对外的物流
运输服务，石家庄京东物流园的速运转运
业务自开展以来发展非常快，业务量几十
倍、上百倍的增长。目前，辛集皮革市场、正
定家具市场、藁城宫灯市场等众多大型本
地专业市场的商家已经接入京东物流。

物流中心建设让电商服务
能力不断提升

京东商城在河北商贸物流服务的发
展，左铁成是见证者和亲历者之一。

2010 年 5 月，受公司委派，左铁成在
石家庄的省歌舞剧院小区建立了京东在河
北的第一个快递站点。“站点有 3 个快递
员，1 个自提专员。”左铁成说，当时，消费
者下单购买的所有商品都要从北京的仓库
直接运送过来。运送到站点后，快递员再根
据派送地址远近进行分配，3 个快递员就
要跑遍石家庄整个市区。他介绍，当时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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