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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多彩智慧校园 



目  录 

1 
智能快递平台，最专业的校园快递服务商 

2 
智慧校园平台，助力智慧校园建设 

3 

4 

创新创业平台，赋能校园创新创业 

教学实训平台，引领教学模式变革 



1 中科富创·近邻宝 

        ——做最专业的校园快递服务商 



公司简介 

近邻宝是中科富创全力打造的服务于校园、

社区的智能快递末端服务平台，已覆盖全国

22个省、直辖市。 

近邻宝 

中科富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

于智慧物流信息化、机械化的集技术研发、

系统集成、项目运营为一体，富有创新性的

技术驱动型企业。 

中科富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资质 

®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企业 

®中国高校后勤协会委员单位 

®中国快递协会会员单位 

®专利及软件著作权102余项 



快递资质 

截止目前各区域分子公司已取得18省市快递

业务经营许可证。 

快递许可 



研发创新 



领导关怀 



2 智能快递平台 

        ——最专业的校园快递服务 



高校作业模式——人·店·柜模式 



做好校园寄递的安全防火墙 

 

 业务信息追溯 

 视频监控追溯 

 确保快件安全 

 

落实三项规定 快递安检设备 信息视频溯源 

 

 100%实名寄递 

 100%开箱验视 

 100%必须安检 

 

 

 进入校园的每一件快

递都是安全的 

 从校园寄出的每一件

快件都是合法的 

 



做好校园寄递的安全防火墙 

 

 建筑材料防火 

 配备消防设施 

 布置消防警示 

 定期消防演习 

 邀请消防验收 

 

 

 统一着装、规范服务 

 应急处理、防爆预案 

  

 规定时间、规定路径 

 平稳行驶，礼让师生 

 环保车辆，节能减排 

 
 

 宣传安全意识，设

置碎纸机粉碎面单 

 完善信息安全管理

制度，确保数据安

全 

 

消防安全 人员安全 交通安全 信息安全 



科技使快递服务更贴心 

 

批量处理 智能寄件 取件无需排队 

 

 批处理功能保证师生

取件时效 
 

 微信寄件、面单打印 

 柜体自主寄件 

 

 手机遥控取件 

 扫码开箱取件 

 密码开箱取件 

 



科技使快递服务更时尚 



云服务平台 

24小时多维度的服务 

确保收到取信息 智能寄件 取件无需排队 



强化制度 注重标准 

每个店面均悬挂《违禁品说明》、《投诉受

理办法》、《损失赔偿办法》。 

店面标准化管理 



精细化管理及运营 

每个员工均配备《连锁店制度手册》、《连

锁店业务手册》、《连锁店快递资源整合手

册》、《连锁店毕业季项目手册》。 

团队精细化管理 



科技使管理更精细 



近邻宝与快递、电商公司的紧密合作 



近邻宝与快递、电商公司的紧密合作 



近邻宝与快递、电商公司的紧密合作 

截止目前已与顺丰、中通、圆通、韵达和百

世快递达成“总对总”战略合作。 

与快递公司“总对总”战略合作 



近邻宝运营管理学院 



培训及考核内容 

服务 
专业性 

价值观 

业务 
执行力 



培训及考核内容 



三阶梯人才孵化 

店员 合格证 

店长 合格证 

区域经理 合格证 

职

业

发

展

路

径 



店长培训课程 

5大模块，8天     

23门课程，100个知识点 

系统化学习 
8：00—12：00

《连锁店基础管理

之营收篇—1》

一、营收核算

1、营收核算：收入与支出

2、店面营收实操演练

二、经营数据分析与汇报

1、数据分析及解读方法

2、店长经营月度汇报

13：00—14：00《信息安全保护》

1、为什么要对信息保护

2、针对本期训练营各店信息的真实模拟分析，要求

信息保密

14：00—18：00

《连锁店基础管理

之人员篇》--人员

排班与打分

1、人员定编原则

2、人员排班打分

3、辞退与激励的面谈

19：00—22：00晚课

1、月度资产盘点+支出项情报收集

2、作业及任务卡的通关

3、考试

8：00—12：00
《连锁店基础管理

之营收篇—2》

一、营收核算

1、营收核算：收入与支出

2、店面营收实操演练

二、经营数据分析与汇报

1、数据分析及解读方法

2、店长经营月度汇报

13：00—18：00
《管理系统使用说

明与重要意义》

1、管理系统的重要意义

2、管理系统功能认知及作用

3、管理系统的使用规范

4、制度要求：处罚措施

第二天

第三天



训练有素的运营人员 

8次考试 

5大维度考核 

全国连锁店鹏飞训练营 姓名 总分 排名 姓名 总分 排名 姓名 总分 排名

葛兴楠 306 1 高九洋 268 21 陆晓彤 238 41

王利名 305 2 闫东 266 22 方小波 236 42

田盛芝 303 3 何智科 265 23 吕心语 235 43

暴亚坤 298 4 张朋朋 264 24 姚崇祯 235 43

贾立柱 298 4 韦玉梅 263 25 何亮 233 45

张志远 296 6 唐  博 263 25 吴显恒 232 46

王天保 292 7 孙立恒 262 27 王昂 219 47

宋路征 290 8 姚海涛 261 28 赵勇 219 47

宋作昭 290 8 农青璜 260 29 满都拉 217 49

刘佳 290 8 宋国 260 29 邱庆松 214 50

杨凤平 289 11 李彦军 259 31 卜伟 208 51

马国强 289 11 王伟超 258 32 王永明 206 52

冯建平 283 13 皮童 257 33 刘永 199 53

吕延奇 281 14 程林 257 33 胡书民 194 54

谢树运 279 15 李多 255 35 李涛 192 55

刘乃祥 277 16 黄鹏程 255 35 成延龙 190 56

张骞文 271 17 程辉 254 37 张静 152 57

杨文涛 271 17 张德聚 244 38 周柏伸 152 57

李国庆 270 19 罗兴夏 242 39 张毅 112 59

高帆 269 20 高媛媛 241 40 尹一龙 26 60

全国连锁店鹏飞训练营成绩排行榜



输出标准又合格的人才 



开学季、毕业季、双十一应急运营 



双十一：装备和活动“包裹快跑节” 

为有效促进双十一包裹周转，联合商家，在

近邻宝学生取件的密集区域举办了30分钟内

取件，免费领取豪华大礼包一份的活动。 



社会责任——倡导环保、信息安全 

快递服务中心放置包裹回收箱，采用积分制

度回收包装物、填充物，倡导绿色环保，旧

物再利用。 

绿色回收站 



3 智慧校园平台 

        ——推动服务创新，助力管理提升 



后勤智慧化是助推高校建设的关键 

我们希望有“能攀登学术上的珠穆拉玛峰”的世

界第一流的学者，我们同时也要有能给八千米高度的

人送饭的人，这个人至少也要能爬六千米，他爬不到

，吃的就送不上去。如果你希望前面冲锋陷阵的学者

爬八千米，就得希望后面送吃的人爬六千米。这就是

一个水平上的匹配。所以，一定要匹配才能办成一流

大学，否则仅仅是个愿望。 
蒋南翔 

【曾任清华大学书记、校长】 



一个加速快进的时代 

互联网+ 

人工智能 

物联网 

大数据 

VR 

移动互联网 

数字化 

云计算 

信息推送 

识别技术 

无线定位 

传感网络 
可穿戴设备 

AR 



管理与服务，不是单选是多选 

管理效能 服务体验 

整合资源、优化管理流程、满足师生多元化需求是助力后勤信息化建设的关键 



智慧后勤系统产品模块 

数字后勤服务大厅  
灵活定制 一门式服务展示 

网络报修平台  
移动端网络报修 一键式服务 

服务监督平台  
公正透明 实时监控服务质量 

校园订餐系统  
安全保障 师生随时随地就餐 

学生公寓管理系统  
数据驱动 科学管理  

食堂运营管理系统 
高效辅助管理 有效成本控制 合理定价 

校园快递系统  
作业流程系统 安全文明保障 

巡检系统 
全作业流程监控 移动端巡检更便捷 

智慧后勤 
系统 

产品模块 

舆情监督平台 
24小时倾听师生声音 
360度维护高校形象 

创业就业平台 
汇集海量信息  提供便捷创就业服务 



 网络报修平台 

该平台综合网络报修、维修调度、维修统计、维修管理形成一体化全流程管理，提高管理能

效，以实时数据化驱动后勤管理水平提升。 

 



 服务一键式——线上报修 

报修全流程移动处理 

学生评价 

维修员维修 

管理员分派 

学生报修 



 服务监督平台 

保障后勤服务质量，搭建后勤服务监督考核体系，收集及发布师生的投诉、建议和表扬，监

督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随时随地反馈校内情况，共筑美好校园。 

 



 移动化——巡检管理全作业流程监控 移动端巡检便捷 

PC端设置巡检项目，巡检人员可以在手机上随时进行巡检任务的创建和执行，代替纸质化

巡检，操作方便快捷。 

 

 



 学生公寓管理系统 

B/S架构,功能涵盖“基础数据

整理、新生入学宿舍分配、住

宿管理、综合查询、安全管理、

卫生检查管理、新闻公告”等

多管旗下，助高校构建安全、

绿色、贴心的学生住宿生活环

境，全面提升公寓管理水平。 



 食堂运营管理系统 

系统服务于食堂的运营管理，包含仓库管理、采购管理、巡检管理、班组管理、用料分析、

月度核算以及经营月报提供决策支持，提升整理管理水平，助力食堂实现信息化管理。 

 



 移动化——线上采购节约时间成本，提高作业效率 

食堂档口通过App提

交第二天的食材申请

，统一汇总至采购中

心，提高统计效率，

降低人力成本。 



 食堂订餐系统 

系统服务于校园商家的同时，解决校园师生对于食堂外卖的需求，包含订餐系统、配送系

统、结算系统，保证外卖品质的食品安全，杜绝外卖带来的食品安全卫生隐患。 

 



 校园公告系统 

B/S架构，实现后勤官网与虚拟服务，灵活定制，功能涵盖栏设置、后勤服务、公共资讯、

便民服务、失物招领等，助力高校通知实现全面信息化管理。 

 



 舆情监督功能 

基于云计算的舆情软件保证舆情数据的及时、准确、全面性。数据挖掘与分析模型减少人为因

素对客观数据分析结果的影响。24小时倾听师生声音，360度维护高校形象，专业舆情服务团

队提供符合客户服务器的舆情服务、舆情分析、解决建议、舆情后续处理服务。 

 

 监测范围广 
 

 覆盖各种类型的媒体 
 

 快速发现，随时调阅 
 

 全面有效地监控网络环境 

  信息相关度高 
 

 无关信息少 
 

 判断准确 
 

 及时发现有效信息，提高
监测工作效率 

  系统不断优化改进 
 

 供需沟通及时有效 
 

 优质数据解读 
 

 为使用者减轻负担和信息
处理压力 



 智能化——舆情监督服务体系可提前预警 

监督系统 

分析报告 

危机预警 

舆情监督 
服务体系 

邮件预警 
电话、手机短信预警 
IM预警 

校园热点事件跟踪 
网络口碑检测 

日／周／月／季／年报 
专项事件报告 
监督效果评估 



 院校合作展示 

智慧后勤项目部分合作院校 

…… 

山东师范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山东交通学院 



4 创新创业平台 

        ——为校园创业者强力赋能 



 近邻宝——创造校园多彩生活 

以支持学生创业为方式 

以为师生带来实惠为目的 

以 融合校园生态圈为宗旨 



近邻宝引导学生创业模式 

外部合作项目、校园创意项目 

创业项目资金支持 

创业项目方案策划 

创业项目学生合伙人团队 

近邻宝校园创业导师团队 



 近邻万校为大学生提供创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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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创新——“彩虹智能揽件台” 

近邻宝与学生团队合作的
项目取得了全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开学季——“我为自己挣学费” 

20多个创业合伙人团队，带领2000多名同学，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挣到了

自己的学费。 

 



校园营销大赛 

教学与实战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努力与收益相结合 

 



加盟近邻宝 

近邻宝作为综合实力领先的快递柜运营商，不仅通过上亿次服务获得了市

场的高度认同，也通过独特的按需付费模式，解决了快递柜的盈利难题。 

近邻宝以智能快递柜为主，

服务于最后100米，为个

人提供快递代收代发及临

时寄存服务，是服务于物

业、电商、快递和个人的

互联网平台。 

400 00-52 708 



4 创新创业平台 

        ——引领教学实训改革 



北邮-中科富创电子商务与物流研究院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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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物流综合教学实训实践一体
化服务支持体系 



 基于物流的教学与实训 



教材与实训系统支持 

60 

部分教材 部分系统 



开展产业与学校的联合教学 

引入
企业
岛屿
式教
学 

    与学校形成全面战略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班级，优势互补，推进班级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班级管理、教学考
核的全面改革，支持教育教学升级。 

61 

班级
按照
企业
组织
运营 

校企形成全面教学战略合作 



 基于电商创业的教学与实训 



 基于电商创业的教学与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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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庆元      
总经理 

近邻宝科技有限公司 

共同构建高校生态体系 

联系电话：13301108894（同微信） 

邮箱地址：dengqingyuan@jinlinbao.com 

中 科 富 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