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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证照尚未到手 哪吒速运冒险挺进商业赛道

北京商报2021.7.6

启动线上业务

严格来说，二郎社区零售业务是由哪吒

速运“一母同胞”的江苏二郎科技有限公司进

行运营（以下简称“二郎科技”）。据天眼查信

息，二郎科技成立于2021年3月，为哪吒速运

母公司———江苏国信华夏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国信华夏”）全资控股。

据了解，二郎社区零售业务主要分为电商平

台“二郎社区”小程序和线下门店两大板块。

从平台业务维度来看，7月5日，“品牌城”

频道已上线品类包括蔬菜水果、酒水乳饮、日

化用品等，而盆栽花卉、水产海鲜还未有商品

上架。以水果为例，平台以3斤以上的整装水

果、礼盒为主。不过，若是将部分标品价格与

其他电商平台相比较，二郎社区的价格略贵。

如15瓶270ml的星巴克星选咖啡拿铁咖啡，

二郎社区价格为148元，而天猫超市价格为

143元；樵纪活性印花三明治冰丝席三件套在

淘宝上的售卖价格在99-109元，而二郎社区

价格为129元。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商报记者观察发现，

用户能在二郎社区平台上依据定位接入距离

较近的门店，而这些门店目前主要为哪吒速

运的部分网点。这也意味着江苏国信华夏将

依托电商平台为哪吒速运的货源引流。一位

接近哪吒速运的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二郎

社区将会和哪吒速运联动，由后者进行发货，

在7月中旬左右，部分区域如河南的加盟商将

参与派送。当下哪吒速运招商进程有所暂停，

正在等待快递经营许可证批下来。

据了解，目前二郎社区电商平台的收货

地区较为有限，仅覆盖包括安徽、河南、湖北、

上海、浙江等7个省市，预售商品将于7月18日

正式发货。

不只销售商品，二郎社区还开通了社区

服务、冷鲜库预约、包裹暂存等。就社区服务

来说，涵盖了家政、跑腿、物业管理等入口，目

前还未呈现产品细节。

试图对垒群雄

除了线上业务，二郎社区线下门店也在

同步推进。一位接近二郎社区的知情人士透

露，目前二郎社区旗舰店为公司直营门店，

已入驻南京南站附近的复地宴南都小区底

商，正在招募店长和店员，店员大致招聘

4-5人，门店与苏宁小店类似，在百余平方

米，可实现自提或配送到家功能，因此公司

也在招聘配送员。据哪吒速运微信公众号介

绍，二郎社区旗舰店预计将在7月12日对外

营业。

不过，要想在中高端小区突围，二郎社区

旗舰店面临的竞争压力并不低。多位复地宴

南都的第三方地产推销商向北京商报记者

提及，复地宴南都底商的入驻率接近饱和，

社区商业已经成熟，几乎覆盖了居民消费各

业态。“竞争较为激烈，有两三家做海鲜便利

店和火锅食材的底商已经搬离了。”一位推

销商表示。

从百度地图提供的信息来看，复地宴南

都小区附近的生鲜零售品牌众多，不仅有世

纪华联生活超市、百果园、芙蓉兴盛便利店、

谊品生鲜门店环绕，麦德龙距离小区步行仅

需7分钟。除此之外，该小区十分靠近复地活

力广场等商业群，餐饮、家居等零售消费较为

便利。

那么，二郎社区的竞争优势在何处？未来

计划在全国开设多少门店？江苏国信华夏相

关负责人对此向北京商报记者回应称，二郎

社区的运营主要以公众号逐步对外宣传，开

业后会公布相关内容。另一位知晓二郎社区

的知情人士则透露称，二郎社区的线下门店

布局以加盟模式向全国推广，在北京区域，加

盟费用在10万-20万元左右，由于目前平台

供应商资源有限，因此要求加盟商自身有一

定资源，在物流方面，哪吒速运主要承担门店

的配送工作。

能否撑起野心

以加盟模式分担经营成本等压力，成为

企业快速铺开新项目屡试不爽的动作。在深

圳鲸鲜云仓超市有限公司CEO李波涛眼中，

无论是加盟还是直营，事实上都是重资产经

营。门店除了逃不开租金等成本压力，还需应

对社区商业的竞争。

无论做快递物流，还是涉水零售业务，新

人哪吒速运一入局便难掩野心。问题是，在部

分从业人士眼中，物流端或是零售端似乎一

切都悬而未决，不甚明朗。和社区团购平台抑

或是各大电商平台相比，二郎社区这个零起

步的平台能聚集多少流量，为哪吒速运带来

多少货量，未来哪吒速运是否会接入其他电

商，都成为业内质疑和关注的焦点。烧钱换流

量这场赌注能下多大，能维持多久，既牵扯哪

吒速运起步运营的稳定性，更关乎那些投注

新快递品牌的加盟商的信心。

不仅如此，从4月14日-5月26日，哪吒速

运在国家邮政局提交了共3次快递经营许可证

申请，办理状态均显示不予受理，一时间业内

讨论纷纷。北京商报记者在国家邮政局官网搜

索发现，目前哪吒速运仍未获得快递经营许

可。近日，哪吒速运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表示，

中国国信信息总公司目前正与国家邮政局积

极沟通全国快递运营许可证事项，此外，哪吒

速运也与江苏省邮政管理局保持密切联动，积

极满足系统报备、分拨中心设备等各项要求。

快递专家赵小敏分析认为，哪吒速运依

靠集团撬动的资源力度和投入力度仍存在变

数，因此得放长时间线，观察其商业模式运作

和市场反馈，以及其与集团企业客户资源如

何合作来切入市场。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何倩
图片来源：哪吒速运

二郎社区旗舰店已入驻南京市中高端小区复地宴南都底商。

还未申请下快递经营许可证的哪吒速运，其零售业务却迎来新动作。7月5

日，北京商报记者独家调查发现，哪吒速运母公司旗下的电商平台“二郎社区”

小程序已开启预售，而线下门店目前已落子南京某中高端小区附近，未来会以

加盟方式扩展业务。不仅如此，二郎社区零售项目会在物流端与哪吒速运形成

联动。然而，尽管官方做足了宣传吆喝，但无论是围观者还是入局者，都对这一

新项目疑虑重重：一个零起步的电商平台，能养活一家快递企业吗？

二郎社区旗舰店将对外开放

哪吒速运零售业务布局

亚马逊：车库卖书到商业帝国

7月5日，是亚马逊CEO贝索斯正式卸任

的日子，一个全球互联网线上零售的传奇时

代或许即将过去。

回溯贝索斯的上一次离职，还是1994年，

这也是美国第一次互联网泡沫出现的时期。

2300%！一组数据显示，网络的使用量在以每

年这样飞快的速度增长。

贝索斯正是被这组数据打动，他当机立

断，辞去了对冲基金公司DESCO副总裁的职

位，钻进了西雅图的一个车库，拿出所有积蓄

创办了亚马逊公司。

当时的亚马逊，只是一个小众二手书卖

家平台，谁也没有想到，它在不久的将来，重

塑了全球零售市场。商场不再受欢迎，人们只

要点一下鼠标，便可以在家中收到各种商品。

亚马逊上线后的一个月内，这家公司已

经可以向美国全50州及另外45个国家配送商

品。而在亚马逊成立后的五年间，他们的顾客

注册账户从18万激增至1700万，销售额从51

万美元增长到超过16亿美元。

公司实力与日俱增的同时，运气也带来

了不少加成。1997年亚马逊上市时，遇到了大

牌投资者们对网站的第一波投资热，从而筹

集到了5400万美元。

但即便有了资本的青睐，亚马逊依然仅

仅涉及低利润率的零售业务。华尔街为此认

为，这家公司永远不会成为一家超级赚钱的

大型企业。

现在，没有人会持有这样的看法了，因为

云计算业务成为了亚马逊的印钞机。贝索斯

比所有人都早地预测到了云计算的潜力，早

在2006年，亚马逊就已经推出了云计算方面

的Web服务（AWS）。这比微软的Azure早了

四年，比谷歌云早了七年。

此后的许多年里，AWS成为了亚马逊的

利润引擎。2020年，尽管AWS的收入仅占该

公司总收入的12%，但AWS却为该公司贡献

了60%的年度营业利润。

其实，亚马逊一开始并不叫Amazon，而

是叫Cadabra。贝索斯为了让公司名字排在前

面，选中了“Amazon”。贝索斯的理由是，亚马

逊河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孕育了最多物种，

这也代表了他想要平台包罗万物的愿望。

正如其名一样，在经历了27年的发展后，

亚马逊如愿成为了互联网领域的一条“大

河”。从云计算到广告业务再到流媒体，这个

公司几乎无所不包。2018年9月，亚马逊的市

值突破了1万亿美元，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

达到1.77万亿美元。

贝索斯：四面楚歌的世界首富

贝索斯为亚马逊倾注的心血，也成就了

自己。1999年《时代》杂志将他评为“年度人

物”，使他成为获得这项殊荣的最年轻的人之

一，并称他为“电子商务之王”。

如今在市值超过万亿美元的美国四大互

联网巨头FAAG中，贝索斯是担任CEO职位

最长的创始人。

公司一路飙升的市值，自然也带动着贝

索斯身价水涨船高，使他登上世界首富的位

置。最新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实时数据显

示，贝索斯身价为1914亿美元，排名第一。

“贝索斯是一个实干主义和理想主义的

结合体。”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鹏说道。王

鹏认为，贝索斯从目前岗位卸任后，他酝酿的

是新一轮的、在可预期的未来能够实现的事

业。可能包括人工智能和实体行业的融合，以

及生物医药领域的探索。

但回顾贝索斯这一路，却多少有一些

“高处不胜寒”。如果说在投资者眼中，贝索

斯是有远见、敢想敢做的CEO，那么在亚马

逊的员工眼里，贝索斯的形象可能就没有那

么高大了。

在2014年的德国柏林第三届国际工会联

盟上，贝索斯被“光荣”推选为全球最差老板，

这是来自161个国家的超1500名工会代表的

选择。一位亚马逊员工曾表示：“如果你表现

不好，贝索斯会把你撕得粉碎。如果你表现不

错，他会让你干到趴下为止。”

除了自家员工的抱怨，在社会上贝索斯

也不得民心。在民众看来，“赚得多缴税多”天

经地义，但据美国新闻网站ProPublica报道，

贝索斯在2007年和2011年都没有缴纳任何

联邦个人所得税。

也许现实世界多少有些配不上贝索斯的

未来梦，卸任后的贝索斯决定投身一直着迷

的太空。7月20日，他计划乘坐旗下蓝色起源

公司（BlueOrigin）制造的第一架载人飞机

进入太空。

然而令人唏嘘的是，一份不允许他返回

地球的请愿书已经收集了将近15万个签名。

反垄断：新舵手如何航行

事实上，随着亚马逊的业务步入成熟增

长轨道，过去两年，贝索斯已经不再像此前那

样投入巨大精力在公司的日常运营上。

不管是贝索斯宣布卸任还是要上天，对

亚马逊的股价或者市值几乎没有影响。市场

的不以为意，或许证明了投资者对亚马逊的

信心，证明了他们对贝索斯在过去27年中创

造的这个庞大企业机器的信心。

如今，人们普遍相信，亚马逊已经为开发

新产品、管理讨论意见的方式和制定重大决

策建立了一套流畅的程序。金融科技专家马

超分析道，从谷歌、苹果等巨头来看，掌门人

的更替并没有对公司经营造成多大影响。

不过，亚马逊的新任掌门人安迪·贾西

（AndyJassy）依然至关重要。贝索斯与贾西

之间的交接，标志着亚马逊公司在成立27周

年之际迎来了首次领导层过渡。

作为贝索斯20多年的追随者，贾西的最

著名成就当属构建了亚马逊庞大的AWS云

计算业务。“贾西在AWS方面的威信绝不弱

于贝索斯，可以说贾西才是亚马逊的灵魂。”

马超如是说。

但对贾西来说，未来保住亚马逊的地位，

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对于新任CEO以及

未来如何发展，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亚马逊

方面，但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在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看来，现

在的亚马逊是一个巨无霸，可以选择的发展

方向很多。作为全球顶尖的互联网综合服务

提供商，未来发展方向有可再生能源、零碳经

济，这也是贝索斯一再强调的领域。

张孝荣进一步指出，云计算固然是亚马

逊现在的重要方向，但是相比而言，反垄断调

查更是需要亚马逊努力去解决的问题。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贾西上任以后，面

临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便是来自监

管机构越来越多的审查。所以他需要代替贝

索斯到国会山，解决公司的“反垄断”难题。

去年10月，在对包括亚马逊在内的科技

巨头的竞争行为进行了为期16个月的调查

后，美国众议院司法机构反垄断小组委员会

得出结论：亚马逊、苹果、Facebook和谷歌形

成垄断。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也正在考虑针对反

垄断进行立法，而这一立法的针对对象之一，

正是亚马逊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赵天舒/文 CFP/图

3月11日江苏二郎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5月28日
二郎社区零售项目招募供
应商和门店加盟商

7月5日“二郎社区”小程序开启预售

7月12日

1994年，杰夫·贝索斯辞去了他在

对冲基金公司的工作，在西雅图的一个

车库里创办了亚马逊。过去27年，乘着

互联网的风，亚马逊从图书在线销售平

台成了万亿市值的科技巨头，贝索斯也

从打包图书订单的人员成了世界首富。

而现在， 贝索斯决定暂时和亚马逊告

别，去追逐自己的太空梦。

1997年

目前

市值

4.38亿美元

1.77万亿美元

年收入

1.5亿美元

3860亿美元

贝索斯身价

1.5亿美元

1914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