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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智能快件箱解决了快递最后一公里痛点 
 



快递最后一公里的痛点是什么 

预计，2015年快递业务量
将完成196亿件，同比增长
约40%；业务收入将完成
2650亿元，同比增长可达

30% 

为了提高效率跟上行业的
高速发展，快递公司已普
遍运用高科技手段，使分
拨、运输等环节实现了标

准化、模式化 



相比之下，快递最后一公里配送
难一直是难以解决的大问题 

快递最后一公里的痛点是什么 

交通条件复杂 

地点分散 

环节较多 

客户多元 衔接不畅 



快递最后一公里的痛点是什么 

例如，在大型居住区、商业区、

校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综合办公

区等区域快递最后一公里配送的

问题越来越突出。 



快递最后一公里的痛点是什么 

快递最后一公里配送效率低怎么办 
 
快递最后一公里配送成本高怎么办 
 
快递最后一公里满意度降低投诉率上升怎么办 
 
…… 



智能快件箱如何解决最后一公里的痛点 

智能快件箱在快递公司、物业公

司、电商企业和收件人之间建立

一座桥梁，随时提供24小时服务;

同时为快递公司开放快件“进出

箱”等信息让快递企业能准确掌

握快递最后一公里配送环节、进

一步提高快递公司服务质量，提

升快递企业的品牌形象 



智能快件箱如何解决最后一公里的痛点 

在《国家邮政局关于2014年快递服务满意度调查结果的

通告》中，从消费者对新兴快递服务方式的评价看，使用

过智能快件箱收取快件的消费者对其服务评价均较高，智

能快件箱的服务方式得到公众认可。 



智能快件箱如何解决最后一公里的痛点 

事实上，已有超过70家企业在智能快件箱行业进行布局，

包括场下的众多行业精英，请给自己鼓掌，因为我们/智

能快件箱解决了快递最后一公里痛点！ 



智能快件箱行业的发展现状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智能快件箱企业共铺设了约4.1万套智能快件箱设备，整

个行业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特别是从2015年开始，我们看到众多行业巨头

开始布局或发力该行业。 



智能快件箱行业的发展现状 

日日顺乐家
智能快递柜 

日日顺乐家智能快递柜的加入，

能为智能快件箱行业在智能家居

、功能创新等方面注入更多的技

术标准和创新思路 



智能快件箱行业的发展现状 

中集电商e栈 

中集电商e栈的加入能为智能快件

箱行业在设备制造、物流体系等方

面注入更多的深刻理解 



智能快件箱行业的发展现状 

 “丰巢” 
智能快递柜 

快递企业都认可智能快件箱，同

时，能为智能快件箱行业在物流

技术、仓储服务等方面注入更多

的成熟经验和技术 



智能快件箱行业的发展现状 

众多行业巨头开始布局或发力该行业，必将进一步加快智能快件箱行业的发

展，进一步提升行业价值及影响力，并能更快、更好的解决快递最后一公里

痛点。 

智能快件箱行业将是一个万亿级规模的市场，这个市场足够容纳众多资本大

鳄/行业巨头来大显身手。 



智能快件箱行业的发展趋势 

智能快件箱行业 

市场空间足够大 

智能快件箱行业应该保

持健康的高速发展，避

免资源浪费的恶性竞争 

2% 

目前智能快件箱行业的
日送达快递包裹数量约
为100万件，只占全国
日快递包裹数量5000万
件的2%。 
 

50% 

未来3年，目前智能快件
箱行业巨头规划的铺设
总量约为30万个小区，
不到全国70万个小区数
量的50%。 
 



速递易发展现状 

速递易科技有限公司： 

三泰控股（SZ002312）全资子公司 

已布局79个城市 

拥有各类“高、精、尖”人才共近3000名 



速递易发展现状 

布放网点
3.1万个 

快递员 
25万人 
 

用户数 
2300万 

包裹数量
1.8亿件 

 

2015年速递易截止6月30日数据 



速递易发展现状 

2015年速递易截止6月30日数据 

速递易2015年1-6月 

实现收入约9922万元 



速递易发展现状 

15年1-6月净增
1300万用户……
发展速度远超市场
预期 
 

速递易联接的用户
数、占据的小区数
量超出其他同业公
司总数量 

速递易2015年 
1-6 月变现收入
9922万，约为
2014年全年变现
收入的3倍 

从2015年速递易截止6月30日数据分析 



第二部分：智能快件箱的生存之道 



智能快件箱的生存之道 

智能快件箱前期投入巨大，如速递易在全国的快速拓展及运营研发

等费用已经花掉了10多亿人民币的巨资，这么大的投入有效的解

决了79个核心城市快递最后一公里痛点 



智能快件箱的生存之道 

从速递易的诞生到现在的行业第一，都有人在问速递易/我们的生

存之道？速递易怎么盈利？智能快件箱后期如何发展？ 



速递易的生存之道—基础（定位） 

基础定位 
第三方开放式快件自助交互平台 

核心定位 
第三方开放式便民服务平台 

跨平台定位 
数据分享、万众创新、合作共赢 



速递易的生存之道—基础（完美解决刚性需求） 

快递企业 
提高效率、节省成本 

物业公司 
规范管理、规避风险、提升品质 

业主用户 
便捷、私密、安全 



速递易的生存之道—基础（规模布局为基础） 

目前速递易全国79个城市的规模布局已实现卡位社区、连接社区

、集聚线下流量；速递易现有投件收费、超时收费、寄件收费与广

告收费四种主要盈利模式，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速递易的生存之道—宽度（增厚速递易服务内容为宽度） 

通过速递易联接社区商圈

生活服务+中小微商户+ 

社区用户，打造线下 

“社群App store” 



速递易的生存之道—宽度（例子：速递易+万众创新） 

速递易+万众创新 
 

小微商户、社区商户、电商企业 借助速递易切入社区卡位资源优

势，利用速递易配送、支付、广告推广等平台能力，对社区用户进

行商业交互，实现创新、创业、展业 

 



速递易的生存之道—宽度（例子：速递易+万众创新） 

速递易+
万众创新 

小微商户、社区商户、
电商企业借助速递易切
入社区卡位资源优势，
利用速递易配送、支付
、广告推广等平台能力
，对社区用户的进行商
业交互，实现创新、创
业、展业。 
 

内容
服务 

内容服务 
简要描述：社区周边的生鲜、水
果及其他内容服务提供商、中小
微商户，通过速递易交互一切，
联接消费者，建立商圈利益联盟
，共建运营服务与信用数据。 



速递易的生存之道—宽度（例子：速递易+万众创新） 

速递易+
万众创新 

小微商户、社区商户、
电商企业借助速递易切
入社区卡位资源优势，
利用速递易配送、支付
、广告推广等平台能力
，对社区用户的进行商
业交互，实现创新、创
业、展业。 
 

电商
企业 

O2O洗衣配送服务 
简要描述：互联网O2O洗衣服
务利用在线下单+中央工厂洗衣
的模式为社区用户提供便捷的洗
衣服务，速递易与其对接可利用
箱格资源解决洗衣服务商的配送
成本问题，同时利用速递易进驻
的社区资源，提高洗衣服务商的
曝光量，从而起到推广作用。 
 



速递易的生存之道—宽度（例子：速递易+万众创新） 

速递易+
万众创新 

小微商户、社区商户、
电商企业借助速递易切
入社区卡位资源优势，
利用速递易配送、支付
、广告推广等平台能力
，对社区用户的进行商
业交互，实现创新、创
业、展业。 
 

社区
商户 

社区生活服务平台 
简要描述：社区商户基于速递易
为入口的社区范围内熟人商圈，
通过速递易平台实现和社区用户
的在线视频购物，电子货架销售
以及周边生活信息服务的商务交
互。 



速递易的生存之道—宽度（例子：速递易+万众创新） 

速递易+
万众创新 

小微商户、社区商户、
电商企业借助速递易切
入社区卡位资源优势，
利用速递易配送、支付
、广告推广等平台能力
，对社区用户的进行商
业交互，实现创新、创
业、展业。 
 

小微
商户 

儿童玩具交换 
简要描述：互联网分享经济时代
，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共享
同样的资源，比如滴滴打车、
Airbnb等等。 
社区闲置资源现状，闲置资源多
，无再利用渠道。以儿童闲置玩
具资源切入社区分享服务平台搭
建。 



速递易的生存之道—宽度（例子：速递易+万众创新） 

速递易+ 
万众创新 

创业接入 

创业步调 创业关系 



速递易的生存之道—宽度（增厚速递易服务内容为宽度） 

速递易通过上述“速递易+万众创新”

方式极力打造速递易线下社群App 

store，建立一个社区服务的开放平台

入口，吸纳各类服务提供商利用速递易

实现和社区需求的对接，延展速递易社

区平台宽度，增厚速递易服务内容，实

现速递易交付一切。 

 



速递易的生存之道 

速递易规模布局 
卡位社区，连接社
区服务，建立社区
服务平台入口，集
聚线下最大流量 

增厚速递易服务内容 
通过速递易联接社区
商圈生活服务+中小
微商户+社区用户，
打造线下社群App 
store 

合作建设运营三泰虚
拟银行 
速递易变身轻资产的
社区智慧银行…… 
形成全牌照多层次社
区金融服务。 



第三部分：国家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国家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智能快件箱行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层面高度关注和支持： 

2013年11月，国家邮政局出台《关于提升快递末端投递服务水平的指导意见》； 

2014年9月国家商务部出台《关于促进商贸物流发展的实施意见》； 

2014年9月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快递末端在中国快递物流发展的重要

地位更加突显出来； 

2015-05-07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 



国家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国家邮政局更是为了智能快件箱行业的发展多次发声，近期2015年4月，

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了《关于促进邮政服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

要求各级邮政管理部门要积极创新智能信包箱等新型邮政设施的建设运营

机制，推广智能化、自主式服务设施的应用。 



国家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为了更好的发展，倡议各企业在国家邮政局等主管部门的领导之下，接受

统一管理，相信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智能快件箱企业的服务质量、运

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甚至将来快件箱希望成为社会公共资源的一部分。把

智能快件箱基础的“快递”功能回报给社会。 



智能快件箱，第三方社区交互平台 

开放、合作 

共创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