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 日到 3 日预计
江苏就会有超过 2 亿件
快递

江苏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双11”期间快递与
上游电商之间的协同更加完善，为
减轻快递服务压力，主要电商平台
将“双11”促销分为两阶段实施。
相对应的，“双11”快递高量期也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1月
1日到3日，第二阶段为11月11
日到 18日，“错峰发货、均衡推
进”机制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

经初步预测，11月 1日—3
日我省邮件、快件处理量将超过2
亿件，其中揽收量、投递量都在1
亿件左右，同比翻一番；11月11
日—18日我省邮件、快件处理量
将接近6亿件，其中揽收量将接近
3.5亿件，投递量将接近2.5亿
件，同比增长不到10%。

预计旺季两个阶段我省邮件、
快件处理量将接近8亿件，其中揽
收的快件约4.5亿件、投递的快

件约3.5亿件，同比均增长超过
20%；揽收量在 11日达到峰值
7000万件（约为平时的 3.3 倍），
投递量在 15 日左右达到峰值
3600万件（约为平时的 2 倍），较
去年增幅不明显。

据悉，全省各主要邮政、快递企
业在人员、场地、设备、运力方面都提
前进行了储备。全行业在“双11”高
量期间将实行24小时值守，一旦发
现问题要启动应急预案及时进行处
置，确保高量期全网运行正常。

晚上也能取快递，全
国 3 万菜鸟驿站开到晚上
11点

事实上，各品牌快递企业都大
力发展云仓、前置仓业务，全面建
设自动化分拣设施设备，积极推进
航空干线运输和末端共同配送，模
式创新和技术创新使得快递寄递
时间大幅缩减，用户体验度不断改
善。菜鸟驿站方面表示，为方便大
家批量免费保管、随时取到快递，
今年“双11”期间全国站点将普遍

延长营业时间。其中，3万菜鸟驿
站将开到晚上 11点；全国还有
6000 多个站点 24点后仍将开
放。今年将投入超过16万工作
人员、增加超过50%场地，做好充
足准备。例如在南京，世茂滨江菜
鸟驿站被称为“万能驿站”，不仅免
费保管、送货上门，还专门配置了
生鲜冰箱，服务小区2300多户居
民。今年“双11”，站点日快递量
预计翻番到3000多件，站长冉庆
贺多招了1倍人手，增加临时场地
和货架，还将提供24小时服务。

京东提前预售商品会
提前送到消费者最近站点

京东方面表示，其“上午下单、
下午收货”的时效服务从最初全国
6座城市试点，扩展为全国200多
个城市的时效服务标配，今年“双
11”京东物流在分钟达上再度加
码，一方面通过预售前置模式，在
消费者支付定金瞬间即开始仓储
生产，预售商品将会前置到距离消
费者最近的快递站点，待消费者支

付尾款后，快递小哥可立即进行
“最后一公里”的配送，确保数分钟
内即可完成收货。

另一方面，在今年京东“双
11”期间，分钟达在城市覆盖与商
品品类上也实现了较大突破，全国
32个省市自治区、近200个城市
的消费者，在购买美妆、小家电、
3C等预售商品时，都将有机会体
验到分钟级的收货体验。

得益于“千县万镇 24 小时
达”时效提升计划，今年618全国
超过90%的区县已实现24小时
达。今年京东“双11”期间，千县
万镇24小时达也将和半日达、分
钟达一起发挥组合作用，为消费者
提供多元时效服务，保证消费者第
一时间拿到自己心仪的商品。

圆通、韵达等均已经
启用新设备

据悉，今年7月份，位于南京空
港经济开发区内的圆通速递江苏新
总部暨南京智创园就已经正式启
用，占地132亩，集分拣中心、行政
办公、运营管理、物流集散和智慧仓
储功能为一体。其分拣中心建筑面
积近10万平方米，全新引入3层自
动化交叉带分拣系统，日均快递吞
吐量预计可从之前的130万票提高
到近400万票。

韵达相关人士告诉南京晨报记
者，已经对高峰时候的快件流量、流
向进行了预测，网点加大资金投入，
已在陆续完成交叉带、模组带等智能
分拣设备的安装调试，新设备的投产
使公司操作能力达到最高数十万
票。同时，网点新增仓库面积达上千
平方米，进一步提升快件处理能力。
据网点负责人介绍，新设备投入运营
后，预计1小时可消化近10万票快
件，高峰日操作百万件以上。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杨静

如何在有限的厅堂空间内持
续为客户提供“百佳服务”，让“百
佳”荣誉得以延续，是南京银行紫
金中支营业部党员红旗分队不断
探索的课题。党员红旗分队以党
建促服务，将党员模范带头作用落
实在行动中，抓细抓实每一个服务
细节，交出了“人性化”“便捷化”
“智能化”的高质量服务答卷。

悦人悦己，“鑫”心相
近——打造人性化厅堂

年过花甲的杨阿姨是南京银行
的老客户，几乎每个月的理财开放
期都能看见她的身影。由于腿脚不
便，拐杖常年伴其左右，但是理财室
在二楼，她每次上楼梯都要靠大堂
经理或保安搀扶。这天恰逢下雨，
台阶有些湿气，已经上到一半楼梯
的杨阿姨突然崴了一下，跌坐在楼
梯上。正在二楼进行安全月查的
党支部书记许宁立马放下手中的
工作闻声赶来，他和保安小心翼翼
地将杨阿姨扶到二楼贵宾室的沙
发上坐下，并拿来了医药箱，再三
和杨阿姨确认有没有受伤，杨阿姨
摆摆手说没关系，歇会去买理财。
等杨阿姨顺利买好理财，许宁又和
保安护送她离开网点。

这次的事情让许宁深有触动，
在当月的红旗分队碰头会上，许宁

提出，“我们的客户以老年群体居
多，但是厅堂面积有限，不能将所有
功能区都安排在一楼，所以我们要
想办法打造一个充满人性化的‘无
障碍厅堂’，让所有客户‘宾至如
归’。”经过党员红旗分队对厅堂改
造方案的不断讨论，先后在厅堂加
装了无障碍升降梯，在二楼设立无
障碍卫生间，将无障碍通道的门由
推拉式改为自动感应门，同时增加
盲人叫号器、盲人操作卡、爱心专座
等一系列便民设施，增加厅堂免费
茶水的种类和温度选择，同时设置
“鑫悦+”服务区域，将爱心歇脚、招
商宣传、小霞驿站等功能整合在一
起，让客户拥有“一站式”服务体验。

下个月的理财开放期杨阿姨
如期而至，她一眼认出了正在厅堂
巡视的许宁，许宁带领着老人坐无
障碍升降梯来到了二楼，杨阿姨竖
起大拇指说：“都说你们服务好，今
天算是见识到了，你们是我见过最
有人情味的银行！”

优化布局，“鑫”悦诚
服——打造便捷化厅堂

这天，低柜柜员小张路过厅
堂，看到老面孔王会计拿着大包小
包资料站在等候区焦急地徘徊，便
主动上前招呼：“王会计您好，请问
今天来办什么业务？”王会计看到

小张，叹道：“唉，是你啊，月中又忙
嘞！今天要取钱回单位发奖金，还
有几位新入职的员工要开立公积
金账户，同事还等着我打对账单回
去做账，不知这些业务办下来要到
什么时候喽。”小张笑着安抚道：
“您别着急，您可以先去打印回单，
然后再来低柜办业务，我看下您的
号，前面还有三个等候的客户呢。”
王会计摆摆手说：“我可不敢走，你
忘了？上次就因为跑去打回单导
致过了号，还在你柜台闹了不愉
快，这次我要吸取教训！”小张听
完，耐心地解释道：“之前确实是我
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现在网点
已经为低柜辟出了一块办公区域，
单独设置了等候区，增加了叫号显
示屏，旁边就是回单机，您若是打
回单，就再也不必担心过号啦，而
且我们还在低柜旁边专门开立了
一个高柜作为弹性窗口，就是为了
方便您这样要同时办理低柜、高柜
业务的客户，可以大大节省您的等
待时间。”说完，小张便叫来大堂经
理，引导王会计先去打印回单。

等小张回到柜台，没多久刚好
叫到王会计的号，王会计高兴地坐
到小张面前：“你们的厅堂现在是
真方便，我取了钱，打了回单，又没
耽误办公积金业务，一圈业务办下
来快得让人有点儿意外！”小张欣
慰地笑了起来。上次王会计因为

过号，在她柜台发生不愉快后，小
张就将这个问题在党员红旗分队
碰头会上提了出来，通过对日常客
流的观察、分析，队员们重新规划
了厅堂功能区，重点进行了客户业
务办理动线改造，让客户可以一次
性办完业务，既不用来回奔波，又
不用担心听不到叫号，这都是党员
红旗分队在碰头会上群策群力打
造“便捷化”厅堂的成果展现。

服 务 转 型 ，焕 然 如
“鑫”——打造智能化厅堂

“小姑娘你别走，下面我要怎么
做？”“你先看看我这边，我先来的。”
“我打印折子是塞到哪里啊，这里
吗？”又是一个忙碌的养老金代发日
的清晨，大堂经理娜娜正同时指导
三个老年客户操作智能机具，虽然
为了应对每月养老金发放日的巨大
客流，实现智能化服务转型，党员红
旗分队先后引进了快窗、智能机器
人、VTM等多种类型的智能机具，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柜面压力，减
少了客户的平均等待时间，但是娜
娜发现，智能机具的引进，并没有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化”，很多客
户，特别是老年客户，必须要在厅堂
人员的指导下才能使用智能机具，
在人流量较大的时候，一位厅堂人
员经常要同时指导两三位客户，极

大地影响了客户体验，很多老年客
户也因此觉得智能机“麻烦”“难
用”，宁愿取号等待到柜面办理，也
不愿意到智能机具上办理业务，导
致支行智能化替代率一直上不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员红旗
分队多次召开碰头会，认为问题的
症结在于要让包括老年客户在内
的所有客户都能在没有人指导的情
况下独立操作智能机具，党员们决
定重新设计所有智能机具旁张贴的
操作标识，经过多次尝试，党员们先
后更新了六十多处厅堂的标识，让
所有指示标识都简单易懂。

标识更换过后，娜娜发现越来
越多的客户愿意在智能机具上办
理业务，哪怕是每月的15日，厅堂
也不会出现客户大面积积压的情
况，这不仅极大地减轻了厅堂和柜
面服务的压力，同时也提高了客户
业务办理的效率，真正意义上实现
了“智能化”厅堂服务。

人性、便捷、智能，厅堂变样，
客户点赞。在支行高质量发展的
道路上，紫金中支营业部党员红旗
分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
心全意服务一线，他们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争做新时代
基层网点的先锋模范，为支行高质
量发展再立新功。

通讯员 刘小溪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仲敏

11月1日到3日预计江苏邮件处理量超两亿
今年“双11”收货速度不仅更快，取货站点也会普遍延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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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户持续提供“百佳服务”

南京银行党员红旗分队以党建促服务

南京世茂滨江菜鸟驿站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
记者 杨静）时至今日，席卷全
球的新冠疫情仍在威胁着民众
的健康。昨日记者获悉，在“光
合·共生”——2020京东健康
合作伙伴大会上，京东健康宣
布在“双11”期间推出“京东健
康‘双11’家庭关爱计划”，以
大幅度优惠助力用户守护家人
健康。

据了解，本次“家庭关爱计
划”结合京东家医、京东家庭小
药箱以及家用器械、家庭保健
养生、全家体检和疫苗等产品
和服务，为广大用户送上“家庭
关爱大礼包”。后者围绕家庭
药箱、家庭保健、家庭体检、家
庭营养、家庭养生、全科医生”
6大标签，为每个标签匹配单
品，同时设置优惠券，组成劵
包，实现了1元省1111元，优
惠力度不小。

“家庭关爱大礼包”包含
的全科医生极速问诊，能够
满足所有家庭成员的在线问
诊咨询需求，而家庭体检则
为用户省去挑选体检套餐的
烦恼。

京东健康市场及营销运营
总经理范卉表示，“推出‘家庭
健康关爱计划’的目的，更多是
在回应用户线上健康管理需求
的基础上，由个人到家庭，扩展
服务的触达范围，并通过优惠
政策，回馈用户的选择”，希望
有越来越多的用户关爱家庭、
关爱健康，享受到优质的医疗
健康服务。

“京东健康‘双11’
家庭关爱计划”上线

和往年“双 11”相比，
今年各大电商都将预售的
付款时间增加了。这意味
着一波一变成了好几波购
买高峰，物流无疑也会面临
常态化的挑战，不过记者获
悉，这个“双 11”不用担心
快递的物流问题，因为江苏
省邮政管理局、各家电商、
快递公司几乎都已经提前
做足了准备，而且“双 11”
全国的菜鸟驿站也基本都
会延长营业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