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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随着春节临近，国家邮政局近

日下发春运期间快递服务保障的相

关通知。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各家

快递公司在春运期间的运行方案

不一——大部分第三方快递公司

已经在进行业务收派的收尾工作，

大多要在春节长假后才恢复正常

运营；而拥有自建物流的电商企

业，则大多在春节期间正常运行，

不过时效性快递的派送将会放慢

脚步。

快递公司收派临近截止

“上周我想邮寄一个包裹到北

京，没想到不少快递公司的业务员

都说要几天后才能送到，原因是快

递员陆续回家了。”住在浦东的许小

姐此前想把一些年货寄给自己的朋

友，没想到有些“艰难”，“对方还说，

如果现在不发，春节期间快递滞后

还会更加严重。”

去年“双十一”为淘宝天猫提供

物流数据平台的菜鸟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日前发布了各第三方快递公

司延迟揽收快件及恢复正常派送的

时间表。记者注意到，“四通一达”

均在本月 25日，也就是本周六起延

迟揽收，恢复正常的时间则为下月6
日或7日。

即便是正常工作的顺丰速运、

EMS、中国邮政等三家公司，也都很

难保证快递能够准时送达。顺丰速

运日前在其官网公布了《2014年春

节期间收派服务调整公告》称，标准

快递和国际件在春节期间正常派

收，不过“省内即日到”、“跨省即日

到”等时效快递已经暂停收派，将于

2月17日开始恢复。

受此影响，淘宝天猫本周五起

也将进入“春节模式”——各大网店

的“春节时间”普遍将从本周五持续

至 2月 11日，并在交易时间上进行

了相应调整。

同时，淘宝天猫规定，订单付款

时间在春节期间的普通商品，若无

约定具体发货时间，卖家只需在2月

14 日 24 时前发货即可。而退款状

态、维权交易也将延后处理。

自建物流电商放缓脚步

除了快递公司，不少B2C电商网

站已经拥有了成熟的自有物流网络，

甚至有部分平台推出“一日两送”、

“一日三送”等相比普通快递公司更

为快捷的服务。不过，记者日前致电

易迅、京东、苏宁易购、1号店等电商

了解到，在春节假期，这些电商企业

的自有物流送货速度也将有所放慢。

易迅方面表示，春节期间的初

一至初三，易迅快递服务将由“一日

三送”改为“一日两送”。除夕夜前

和大年初四之后，配送时间正常。

京东也于近期在网站上挂出了

春节营运配送公告。春节期间在北

上广深等国内主要城市购买的普通

商品，京东将提供生产、配送、自提、

上门取件及换新等服务。不过，公

告提醒，以上城市的偏远地区，“春

节期间暂停提供生产、配送、上门取

件及换新业务，并暂停极速达、211
限时达、夜间配时效服务，2月3日起

恢复。”与此同时，计划在春节期间

购买大家电的市民需要注意，1月31
日至 2月 6日期间，京东暂停大家电

211 及晚间配送等时效服务，2 月 7
日起恢复正常运营。

苏宁易购发布的公告则称，从

明天起，非自营的商户快递将有所

调整，明天至 2月 11日期间订购付

款的商品，最晚会在 2月 14日之前

快递出来。

快递公司开启“春节模式”
本周六起延迟揽收 下月上旬恢复正常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随着自贸试验区的成立，跨境电

子商务有望今年迎来爆发式增长。20
日，国内首个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协会

在沪上成立，近60家企业结成联盟，

希望能够对跨境电子商务的交易渠

道、交易过程等环节进行规范。

由于价格便宜、选择商品灵活等

优势，包括“海淘”在内的跨境电子商

务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

睐。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12年我

国外贸增速为6.2%，而跨境电子商务

贸易规模同比增速则超过25%。

“预计 2013年我国跨境电子商

务交易规模会继续扩大，同比增速将

达到 30%左右。”上海东航物流有限

公司总经理，同时当选首任上海跨境

电子商务行业协会会长的朱益民表

示，以上数据只是估计，“实际发生额

因数据来源、统计口径等原因未能计

算，可能交易规模更加惊人。”

据记者了解，由于跨境电子商

务巨大的市场空间，令越来越多的

快递物流、电商贸易、金融服务相关

企业布局其中。如支付宝、财付通等

17家第三方支付企业就率先获得了

跨境支付业务试点资格；顺丰速运

在内的 4家快递公司也向国家邮政

局提交了经营国际快递业务牌照申

请，顺丰速运更是已经上线“海购丰

运”，宣布切入“海淘”转运市场。

此外，拥有运力优势的东方航

空，则通过旗下注册在浦东的东航

物流自主开发电子商务平台“东航

产地直达”，进行国外生鲜类食品、

蔬果类食品、新鲜奶制品类的采购

和国内销售。

朱益民表示，在运营“产地直

达”后，发现跨境电子商务在交易方

式、货物运输、支付结算等方面与传

统贸易方式差异很大，整个行业尚

存在法律监管不完善、行业技术标

准不统一、安全隐患等三大问题。这

也正是近60家企业“结盟”的原因。

“任何一单跨境电子商务交易的

实现，需要政府机构、企业和消费者

在生产、运输、报关、报检、仓储等众

多环节有不同程度的参与。”朱益民

指出，行业协会成立后，将加紧制定

跨境电子商务方面的规范建议，推动

跨境电子商务业务相关标准的出台。

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协会沪上成立
推动跨境电商业务相关标准出台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欧莱雅中国日前作出在中国

市场上的品牌调整。2006 年进

入中国市场的卡尼尔品牌将会退

出，取而代之进行重点发展的品

牌将会是欧莱雅即将收购成功的

“美即”品牌。记者日前从欧莱雅

中国获悉，公司计划依靠美即自

身的团队，辅以位于浦东金桥的

研发和创新中心，以及在全球各

地开展的前瞻性和应用研究，来

致力发展后者。

据了解，起源于欧洲的卡尼

尔品牌于 2006 年进入中国市

场，一度在大众化妆品市场表现

惹眼。但 2011年之后，卡尼尔似

乎声势渐小，广告投放的力度也

远远不及同属集团大众化妆品部

的品牌欧莱雅和美宝莲纽约。直

至本月初，有卡尼尔代理商曝出

已收到欧莱雅中国的电子邮件，

称“非主流品牌”卡尼尔将退出中

国市场，随后引来了媒体关注。

本月中旬，欧莱雅集团与美

即控股国际有限公司刊发“联合

公告”，确认获中国商务部批准继

续推进在华对美即的收购。

记者日前从欧莱雅中国方面

得到的答复称，该公司为巩固 17
年在中国市场累积的领先优势并

部署未来发展，将选择专注于品

牌组合中的巴黎欧莱雅和美宝莲

纽约。为此，欧莱雅拟收购美即来

补充其大众化妆部在中国的业务。

根据公告，美即公司专注生

产化妆品面膜。而欧莱雅方面表

示，面膜是中国美容化妆品市场

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具有广阔

的发展前景，期望能在今年二季

度完成交易。

欧莱雅调整
中国市场产品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将来是‘无商不移动’”，这是1
号店董事长于刚对于未来电商的定

位。据 1 号店最新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3年，1号店移动业务占比从

2012 年底的 6%上升至 15%。于刚

表示，这样的趋势未来几年将更加

明显。

据 iResearch 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2013年中国移动网购的渗透率

达到 9.1%，同比 2012年增长超过四

个百分点，预计到 2017年移动购物

渗透率将达到24.1%。预计，未来五

年中，移动互联网有望成为中国电

子商务的主流。

作为业界最早布局移动互联网

的电商企业之一，1号店移动端业务

在去年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1
号店移动端用户数已达到 1500万。

以武汉、成都为代表的二线城市移

动销售增长迅速，其中华中地区销

售额 2013 年增长率超过 1400%，西

南地区超过800%。

与此同时，与微博、微信等网络

应用的互联互通也成为 1号店在移

动互联网时代的新选择。只要在新

浪微博中添加1号店应用，把微博账

号与1号店账号关联绑定，就可以以

私信通知形式，把在1号店购买商品

的最新物流信息即时发送至微博账

号。用户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手机客

户端查看和接收近 3个月内的订单

配送情况、待支付订单、发货状态等

一系列相关订单信息。

目前，通过微信“扫一扫”查询1
号店商品信息的人次接近3万次，平

均每天有 2.5 万人通过微信“扫一

扫”功能登录1号店。据悉，1号店还

将加深与微信的进一步合作，除完

善全品类商品信息和条码库，还会

考虑接入微信支付，对接手机购物

APP掌上 1号店，并在 1号店微信公

众账号内部实现CRM、销售、用户

互动等多种功能。

于刚表示，对于电商企业而言，

移动端的用户粘性更高，可以随时

随地购买，提升了购物频次。此外，

购买时间也能与PC实现互补，这些

都是网购移动化带来的切实好处。

但需要注意的是，电商布局移动端

网购并不是将PC购物搬到移动端，

而是要根据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等，

来建立完全不同的架构。接下来，

O2O将成为 1号店在移动端重要的

实践探索。

据记者了解，同样觊觎移动电商

的还有京东、易迅和阿里巴巴。日

前，京东 CEO 刘强东曾公布京东

2014战略，称移动端在京东总体销售

额的占比达到15%，并表示今年要大

力发展移动端。而阿里巴巴、易迅更

是早在京东之前就借助微信、微淘等

手段布局移动电商。

1号店 京东等发力移动端

移动电商未来五年将成网购主流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近日，TCL通讯发布了其首

款八核智能手机 idolX+及可穿

戴设备BoomBand智能手环，这

意味着联发科的八核手机产品

再获一强援。

去年，联发科发布了全球第

一款“真八核”的手机处理器，开

始进军高端手机市场。八核手机

的概念获得了多家手机厂商的支

持，其中TCL通讯成为首批进入

联发科八核阵营的重要支持者。

TCL 通讯此次发布的亮点

是与 idolX+手机搭配的 Boom⁃
Band 智能手环。这款手环由

TCL通讯与百度联合开发，除了

能够与 idolX+相连接，提供诸如

来电、短信提醒等常规功能，还

具有运动、睡眠管理等健康监控

功能。据介绍，idolX+手机与

BoomBand智能手环的打包售价

为1999元，将于近期上市销售。

TCL推出首款
可穿戴设备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甜甜圈DIY，烘焙面包，参观

巧克力“艺术品”……曾经需要960
元才能悉数游玩的娱乐活动，如今

只需200元通票就能畅玩。日前，

位于世博园内的巧克力开心乐园

推出畅玩票，让家长和孩子们能够

一票玩尽园内所有设施。

目前乐园内共有包括中华五

千年、童话主题馆、梦幻巧克力王

国等在内的 8个主题展区，以及

包括巧克力、棉花糖、甜甜圈等在

内的10个DIY工坊。

乐园创始人、上海欧丝曼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戴

寿鹏告诉记者，原来乐园门票售价

120元，仅能参观8个主题展区，其

他娱乐活动均需另收费，参加完所

有项目需要 960元。今年按照游

客要求，乐园推出 200元通票，可

一票畅玩园内所有娱乐项目。

一票畅玩
巧克力开心乐园

春节期间，电商

企业也在调整送货时

间，自有物流送货速

度将有所放慢。

□本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