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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订单降低运输成本

不知不觉，在华夏龙已经快5个春秋。在这里，有我的成长的记录，也有我青春的痕迹。从懵懂少年到油腻大

叔，同时也见证了公司的成长。武汉仓从传统的平面仓升级成标准的立体仓。本人有幸和公司一同成长，从叉车司

机转岗到数控管理员，到了新的岗位也有了新的挑战。在客服部工作也有段时间了，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下我日常

工作：如何高效处理电商订单及增值服务订单，降低操作和运输成本。

案例分析一：目前我手上的两个客户TT和KJ，都属于电商类客户。电商类客户的出库备货都是随猫超活动时

间来计划的，所以备货的时间节点基本都差不多，相差也就一两天。比如最近的订单就是KJ大王15号的备货。当

我收到这个预约信息的时候，就会询问一下其他品牌，如KJ旗下XY品牌方有计划，淘通旗下QC品牌方也有备货计

划。告知他们可以约15号这个时间。一般没有特别情况，客户都会比较配合预约时间。当然也有像KJGLG这种虽

然未出备货单，但是已经预约到16号的情况，这种我们一般会沟通让客户改约到15号。不仅有效的降低了我们的

运输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们自己的工作量，同一个预约送货时间，我们的货物跟踪也就少了不少工作。

案例分析二：我们仓库电商类客户的增值服务类订单相对来说不算特别多，订单也大多集中在几个电商节前。

个别品牌客户也会出一些量小且品种繁多的订单。现有的客户都是我们合作较久的老客户了，每次到货仓库也能清

楚的知道，到货品种是不是需要增值服务的货品。一般发现这种到货，我们都会询问客户是否有增值服务订单的计

划。如果确定很快有计划订单，在没有库存压力的时候我们会将货单独暂存在临时备货区，不上货架，避免重复作

业浪费人力物力。有些增值服务订单没有明确具体的生产日期，在收到增值服务订单后，只要不确定的日期都需要

和客户确认再作业。在没有优先品的情况时，按二包组套的难易度区分，先易后难，例如GLG的全家福系列品，就

比较耗费时间，耗费人力。不管是先易后难，还是先难后易。从总的耗时上来说基本都一样，但是给客户的感觉可

能觉得我们效率还可以。

武汉公司-唐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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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理原理》读后感
广州公司-李哲

大家好，我是广州C仓的李哲，读了《科学管理原理》第一章，我最大感受是雇员努力提升自己的劳动生

产率，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保障。

作者提出雇主与雇员的真正利益是一致的，可这种情况很难达到。他说财富最大化只能是生产率最大化的

结果，强调了生产率的重要性。作者认为，管理人员和工人亲密无间的。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任务管

理的精髓。主要有以下两点感受：

第一、提出工人操作的每一动作的科学方法，以代替过去单凭经验从事的方法，譬如我们现场作业人员使

用封箱机的方法有好多种，当我们把这些不同的操作方式进行对比后，发现了有一种作业方法是最高效的，最

后将这种作业方法进行全员培训操作，明显的提高了一部分作业效率。

第二、人一天的作业时间是有限的，当你投入工作的时间多了，自然而然个人做其他让自己高兴的事的时

间也就少了。最终完成的工工作产量就高了（这里指那些干活积极主动的），就譬如一个人喜欢运动，打球，

或者其他体育竞赛，你看他们浑身是汗，但还非常有激情，因为那是他们在做喜欢的事，不需要催促。所以这

里就需要管理者通过科学的方式或方法带动所有员工去积极主动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把目前的这项工作变成

他们喜欢做的事情。

第三、再结合我们日常工作中，如果我们个人效率的提高了，不管薪资是计件，还是计时，如果你都有很

高的效率来完成。你的成长速度超过了你们公司的速度，你势必会选择更好的发展平台，获得更高的个人发

展。或者就是你的领导为了留住你这样的人才，给你晋升，加薪。不管哪种方式，最终的结果都是对自己最有

利的。现在C仓自有编制不是很多，编外人员也是不稳定，当天作业量大时，都是晚上利用附近ZT工厂人员进

行兼职作业，这些人的作业质量和作业效率是远远高于平时请的那些劳务工，正是因为他们高效的作业才使得

我们会优先给他们安排晚上的工作。

案例分享1：广州C仓在开仓初期仓库所有人员包括外请临时工上班时间都是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作业结

束，平均作业时长在12小时左右，在后续作业中观察发现客户批量下单时间都集中在上午十点左右时，开始调

整人员上班时间，早班第一波人集中在8点半上班，主要作业人员为库存管理员，现场拣货与补货作业人员，

第二波人集中在10点左右，通过时间调整有效的降低了作业人员的整体作业时长。

案例分享2：在现有业务量不稳定也不饱和，同时作业人员也比较缺乏，优先用附近工厂（ZT）人员应对

库内高峰期作业与人员不足，利用自有人员分班，第二波人员带动晚上镇泰工厂人员操作未完成订单，通过这

种作业模式有效的减少了劳务工的用工量，降低了作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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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华夏龙的成长
广州公司-廖小玲

来到华夏龙3个多月了，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来到华夏龙这段时间的工作历程感想。

客服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跟进货物的在途跟踪以及异常的及时处理等。我们要耐心细致的处理日常工作中

遇到的各种异常事件，维护客户利益。

以下就异常的及时处理谈一下我的工作感想：

1.错发漏发异常，我们要先分清这个客户是仓储客户还是运输客户，如果是仓储客户的话，我们要先进行内

部核实，核实仓库或者营业部有没有漏发，其他外仓有没有出现串货现象，再结合专线物流的开单件数，同步反

馈客户，核对订单数量是否修改，如果发现的及时在还没有投单交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及时补救申请延期或者改

约，避免产生罚款。

2.破损变形异常，这是在交货中比较常见的一类异常问题，渠道不同，罚款也不同，QCS渠道的话单品满足

率不够95%的话就会产生罚款，所以我们遇到破损变形异常也要及时处理，看下这个货拒收会不会产生罚款，罚

款多少钱，罚款高得话可以考虑买货或者商量客情，也要同步反馈客户，后续也要进行破损追责。

在我们客服的日常工作当中，要不断的接受学习新的处理技巧，一件事情有很多种解决办法，要选择最有

利最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不仅可以用到工作中，也能用到生活中。遇事先思考，拿不

定注意的话就主动请教有经验的同事，积累工作经验，养成良好的自主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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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京东将招聘行业最大规模高校毕业生

百度宣布与美团、顺丰等十余家企业互联互通

市场动态
Market dynamics

近日，京东宣布，2022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招聘超两万名高校毕业生；其中，京东物流招聘超1万名高校毕

业生，以储备、培养基层管理人才。过去三年间，京东已累计开放岗位358个，提供近4万个就业机会，且呈逐

年递增趋势。

在持续加大校招生数量和广度的同时，京东也通过加薪举措持续加大对人才的激励。京东集团于2021年

中宣布将员工平均年薪由14薪逐步涨至16薪。此外，还推出了一系列诸如“安居计划”、“员工救助基金”等贴

心的福利举措；近日，京东物流还宣布今年将投入近4亿元，对春节坚守一线的员工加大福利补贴，让员工过

一个健康、有保障的“安心年”。

近日获悉，百度联合美团、小红书、顺丰、携程、知乎、同程、猫眼、58同城等十余家企业宣布开启互

联互通深度合作，将以春节为起点，在流量、技术、服务生态三大层面展开互联互通合作。据了解，上述十余

家企业已在百度App内上线智能小程序，百度将在今年的“好运中国年”活动期间开放百亿流量给互联互通合作

伙伴。



抖音电商：“山货上头条”助547.3万单农货热销
1月18日，抖音电商发布“冬季山货节”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活动期间该平台共助销547.3万单农货，一

线城市消费者成购买主力，广西脆柿、朝鲜族辣白菜、山东海蜇丝等地方农特产颇受欢迎。据悉，此前字节乡

村计划助农项目“山货上头条”推出了为期24天的“冬季山货节”活动，推动111个县市的农特产通过抖音电商走

向全国。

547.3万单农货上行的背后，是390万消费者的下单助力。据统计，”冬季山货节期间，北京、上海、深圳

消费者购买的农货最多，位列全国前三，苏州、杭州消费者紧随其后。散落在田间地头的农产品通过兴趣电

商，走向了一、二线城市消费市场。

拼多多启动“2022多多新国潮”行动
近日，拼多多宣布正式启动“2022多多新国潮”行动，并联合美的、上海家化、立白、君乐宝、格兰仕、

顾家家居、鸿星尔克、谭木匠、艾莱依、薇诺娜等百余家国产品牌，共同上线首季“新国潮消费季”。

“多多新国潮”的项目负责人表示，未来一年，拼多多将在4个方面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

合：第一，联合100个产业带，至少助力1000家国潮品牌、新锐品牌、老字号拥抱新消费；第二，投入百亿量

级的 “扶持资源包”，培育10个百亿新国潮品牌，100个十亿国潮品牌；第三，成立专项团队，启动秒杀扶持计

划、百亿补贴造星计划，为国潮品牌提供定制化方案；第四，开展全链路合作新模式，推动品牌在生产、技

术、数据和管理等层面，实现数字化升级。

专业的仓配一体化供应链服务商市场动态
Market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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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华夏龙工作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三个多月，但是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看到大家对同事的悉

心帮助，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对客户服务的事无俱细，面面俱到。

记得刚来的时候，对业务还不太熟悉，比如说盘点，有少数库位出现了库存差异，我感到有些棘手,不知

道如何处理。岗位引导人边讲解边亲身示范告诉我怎么一步步找出差异的原因，在相关仓管同事的协作下调整

差异。还有些其它类似的情况，即使不是岗位引导人，同事们也会主动给我提出建议，传授给我经验方法，让

我切身体会到了大家对新成员的帮助和热情。

同事们在对待工作上也是认真投入，一丝不苟。虽然说这是一个年轻的团队，但是在工作上没有一丝的

懈怠和马虎。收货入库的时候，收完货打印次收货报表，自己先核对一遍是否有错收漏收，再打印出来给仓库

盘点核对；打印标签的时候，按照客户的邮件指令核对无误后打印出货物标签，标签留存二份，一份交由客服

其他同事复核，另一份交由仓管的同事们组套的时候再次对照核对……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刚来的时候我

还惊讶于大家的不厌其烦,但是大家都对此习以为常,严谨已经成为华夏龙人的工作日常。

在华夏龙，客户服务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说一件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事。有天下午已经下班了，因为客

户第二天会过来审计盘点，所以我还有些准备工作需要处理完。过了一会儿，见另一位同事还没走，问起她，

她说：“明天有客户过来盘点，我把卫生先做一下。”她说得是那样的理所当然，让我觉得客户服务已经深入

到了大家的心里，落实在了每个人的行动上。

华夏龙是一个蓬勃向上的团队，是一个责任心强的团队，能够成为华夏龙人中的一员，是一件让人备感

荣幸的事。

我眼中的华夏龙
武汉-邬红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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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全国很多地区都爆发疫情，看到新闻报道的片段里排队做核酸的人们，还有默默忙碌着的白衣

天使。趁着周末有空我打算去看一下去年大热的《中国医生》。看完这部影片，我感触颇多：无论是剧情、演

技还是人物细节的刻画都可以说是可圈可点。电影的开篇到结尾故事节奏紧凑，环环相扣，一下子将我们拉回

到武汉疫情时期，整部片像是一颗催泪弹，让我们看到中国医生的社会职业担当，更把一个个义无反顾的身

影，一个个温暖坚定的眼神，把抗击疫情中做出无比贡献的医疗者最真实的一面拉到我们眼前。

影片中有大量抢救患者的镜头：有作为指挥者的张院长做出抉择时候的艰难和痛苦；有医护人员从患者

利益出发，做出不计个人得失，平凡而又伟大的选择。影片同时还反映了普通市民在疫情面前，如何从最初的

慌乱、茫然到后来的互相帮助，共度难关。还有展示了全国各地援鄂医疗团队，毅然支援武汉的感人事迹。

看完这部电影，“勇敢无畏”这个词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以前这个词是用来形容战士，但在这特殊的疫情

期间，它被赋予更多的内涵，我们用这个词来形容所有的医护人员，在灾难面前，我们的白衣天使没有丝毫的

退缩和畏惧，直接冲上一线与病魔死神斗争的天使。

最后，这不仅仅是一部叙述疫情事态的电影，更是一部表达中国人民在面对困难时团结一心的中国传统

集体主义故事。“我们信仰集体主义我们奉行利他主义”中国人的精神也在这次疫情中展现出来，这也是为什

么在新冠肆无忌惮横行的时候，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控制住疫情的原因，向在疫情中最美逆行者致敬。

《中国医生》观后感
广州公司-何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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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被人看重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

小时候，不管在课堂上还是生活中，“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珍惜时间名言总会在我们耳边

响起，然而我们都把时间当儿戏……随着年纪的增长，随着慢慢长大变懂事的我们，恍然大悟，时间是我们最

舍不得而又留不住的宝贝。

健康是我们的本钱，但随着时间我们的身体出现不健康的状况，有些人会因为病痛而更加珍惜活着的时

间，有些人因为时间琐事而浪费别人眼里最宝贵的光阴，有些人会利用时间去做自己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事

情。

时间虽然随手可得，但是在工作上容不得我们半点浪费，尤其是在嘈杂又繁忙的环境中，你的随意拖延

会造成后续工作质量以及工作效率的降低。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工作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做时间的管理者，分

清重轻缓急，有条理的安排工作，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最高的价值，体现自我价值。

刚步入社会的我们比较茫然，渐渐地，社会的各种现状和各种磨练让我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方向，

但是时间不等人，认知是个过程，剩下的结果会随着时间流逝，成为永恒。所以不管是活在当下还是埋头苦

干，我们要成为自己的时间管理大师，把事捋顺，把握好时间，即使有突发状况我们也能临危不乱，以平静的

心态完成每一件事，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把握时间，收获良果
中山公司-黄淑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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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就像指间的细沙，在我们不经意间悄悄流逝，定睛一看，沙子散落了一路，记录着我的脚步和走过

的路。进入公司已经有两个月了，其间经历了风雨，有过辛酸，有过彷徨，也有过欣慰与快乐。也体会到了在

华夏龙工作的乐趣和意义，让我从中受益匪浅。

如果我们能够享受工作中的乐趣，将能勇敢面对批评，批评会让我们及时了解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发现

工作中存在的差距，明白所从事的工作将不断面临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新的内容，进而激发我们更主动地去

学习和进取。人的能力或许是千差万别的，但奋斗却是命中注定的，要填补自己的人生之路。

然而，总有人抱怨自己的工作，说：这么平凡的岗位，我一辈子也干不出名堂，我真是个没用的人。其

实，有些事情是无法改变的，老骥伏枥，尚志在千里，那我们又何必为此而悲观失望，痛苦不堪呢？只要我们

能够改变自己的心，改变自己的情绪，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好的自己，这不就是一种能力吗？

把自己在华夏龙工作的岗位看作自己的整个人生，不管它多平凡，总有它的意义所在。每个人，都有属

于他自己的位置，正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做最优秀的自己，这世界才如此美好；正是许许多多的人，如小草、小

路一般平凡的人做着最优秀的自己，我们才会有更美好的世界。 带着享受的心态去对待工作，工作将会变得

异常轻松。

工作是件苦差事，但工作时穿戴整洁、别致可以帮你提升自信，创造更多积极情绪，别人也会觉得你很

专业、有新意、懂得享受生活，愿意和你做朋友。除了努力工作，业余生活也因人际关系改善变得更丰富多

彩。华夏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使我们拥有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使我们拥有了施展抱负和实现理想的

机会，因为华夏龙能为我们带来宝贵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我们不仅要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要学会去喜欢自己做的事。让我们做大海里的一滴水，在自己平凡的工

作岗位上默默地守候、尽职地工作，去尽情地享受工作的快乐，品味人生的美好。这就是戴尔·卡内基的书中

让我们分享的，提示我们如何工作、如何生活的内涵所在。运用作者所说的方法尝试一下，在生活中用心体会

一下，渐渐变成自己的习惯，融入到自己的个性中，我相信，带着这种心态，我们一定可以学会如何更好地在

华夏龙工作，学会生活的过程了。

学会用心工作，你会发现，原来每一次收获都能给你带来无比的快乐。我们也要学会享受生活。平凡的

岗位我们要作出不平凡的成绩，平凡的人生，我们要作出闪耀的光点。相信我们在华夏龙会活出不一样的精

彩。

工作感想
广州公司-李芷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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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路上，假使你偶然发现了一条快捷的道路，那条路上也是布满了荆棘——也许这是一条比普通的道

路更艰辛的一条“捷径”。

世界上没有天才，有的也只是比普通人努力万倍的人。不经历浪涛无情的吹打，帆船也只是一块朽木;不

曾经受过风雨冷酷的磨练，雄鹰也只是空有一副无能的翅膀;未能“品尝”烈火的烘烤，钢铁也只能困于顽石。

如果想依靠捷径来定夺成功，那一切将竭成空，只有在磨练与考验中成长，在能增强才干。

使钢铁坚固于顽石的，只有锤的打击，而并非空气的环绕。只有在烈火与捶打中磨练，钢铁在能成为一

块稳固于顽石的材料。在磨练与敲击的同时，如果钢铁依恋于捷径，就无法成为—颗“宝石”。

作为一名进入公司的新员工来说，即使在过去的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不过进入公司后，难免

还是有工作上的压力。为了能让自己尽早进入工作状态和适应工作环境，有问题及时请教同事，积极学习三方

物流相关知识，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只要努力就有回报，经过半年的学习和成长，以及一次次的“踩

坑”，无论技术和业务都收货满满，由衷感悟成长路上无捷径，只有一点一滴积累才能走向成功!

成长路上无捷径
信息部-邓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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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30日，今天是11月最后一天，2021年的第334天。

离2022年的到来还剩下一个月，31天。

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很多个人或企业要开始做2021年终总结的时候，弹指一挥间，一年一晃而过。在总结

时，一定要谈的是收获。对我而言，2021年的收获就有：生活要有目标感。

日子过久了，身边人生活大抵有这2种。有些朋友的日子过一天算一天，而晚上睡觉时，却不知道今天一

天是怎样度过。还有一种是今天晚上已经把明天，下周，或者是下个月的日子算好如何度过，待时间过去，才

觉得不够用。

两者对于生活过日子的思考，反应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人，也许今天能够活得潇洒自在，但

明天的你搞不清为何会被社会淘汰。对生活有目标的人，总是很清晰未来的方向，提前布局，稳步前进。

今年年初我列出一张《生活目标清单》，里面有24项内容。每到月底时，我都会打开核对一下完成的目

标情况，现在已经做到了20项。而对比之前没列过《生活目标清单》的生活，很明显的能感觉到充实与收

获。

具体的做法是这样：首先，找到一年度里你想要实现的大目标，这个目标最好是能够数据量化的。

（例：1.全年看完24本书，每本书撰写800字以上读后感发布网络平台；2.全年观看电影评分9.0及以上电影

48部，并撰写400字以上观后感发布至网络平台；3.全年撰写800字左右文章12篇，文体不限，发布至网络平

台）。其次，将大的量化目标拆解到季度，月度，甚至每周，每天。（全年看完24本书，每季度就是6本，每

月就是2本，每周就是0.5本，以此类推）。最后，就是在每个时间截点不断检验和校正完成情况。（每周是

否读完0.5本书？每月是否读完2本书？网络平台上是否有发布的800字以上读后感？）

这样坚持下来，其中一项如能够做到100%完成，那么个人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如果全部完成24项内

容，就能直观的感受到在没有做生活目标和做过生活目标之后给你带来的不一样体验。

生活不仅仅需要仪式感，也需要目标感。仪式感能让我们铭记生活的多姿多彩，目标感能让我们体会到

生活的价值与意义！

生活要有目标感
人力资源部-郭豪



读《做一个努力的人》有感：经常听到一句口号，努力到无能为为，拼博到感动自已，在成长的路上坚

持不懈的努力,定能收获精彩的人生。

运作管理部-陈敏

读《安心托付，华夏龙领先驿路》：我们工作中时刻要有一群人、一条心、一起拼、一定赢的信念，相

信团队的力量是我们坚强的后盾，一切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顺。

广州公司-孙俊红

读《做一个努力的人》：做一个努力的人，努力的做好自己能做好的每一件小事。

读《珍惜能见的每一面》有感：人与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见面，都有可能成为永别。所以，要好

好珍惜与亲朋好友在一起的每一天和每一次的机会，好好对待和关爱他人，别给自己留下歉疚和遗憾

……

武汉公司-刘小欢

读《做一个努力的人》有感：成功没有捷径，努力才有收获；向日葵向阳而生，努力终会见彩虹！

读《做一个努力的人》有感：努力了，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肯定不成功。

综合管理部-刘清萍

上海公司-操吕娇

信息部-邓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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