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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物流业

跨境电商是信息时代大背景

下产生的一种新型贸易方式，这种

方式的出现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

日常生活，满足了人们便利地获取

海内外优质商品的需求。同时，跨

境电商也成为我国产品在互联网

模式下走出国门的一个重要渠道，

为我国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发展做

出了积极贡献。

跨境物流是跨境电商发展的

基础和保障，其发展状况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跨境电商的发展。但由于

多方面原因，我国跨境电商物流的

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跨境物流的

效率和成功率都得不到很好保障。

所以提升跨境电商物流发展水平，

是加速我国跨境电商发展，提升我

国跨境电商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一、我国跨境电商的发展

现状及趋势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信

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跨境电商

也呈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据《中

国跨境电商产业园发展模式与产

业整体规划研究报告》显示，近年

来，我国跨境电商发展迅速，年均

增速在 20%以上。截止 2018年底我

国跨境电商营业额规模达到 9.1

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19.5%。预计

2019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将

达到 10万亿元以上。

二、跨境电商对跨境物流

的要求

（一）大力发展专业化的第三

方跨境物流企业

我国现有众多的第三方物流

企业，但是专业从事跨境物流服务

的企业数量不多。跨境电商物流和

国内物流有很大区别，因为不同国

家在文化、贸易机制、海关管理、运

输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同时

在整个跨境物流以及交易过程中

也存在众多复杂的影响因素，如报

关、报检等。这些都急需专业的第

三方跨境物流企业来提供专业化

的服务。

（二）大力培养专业人才

专业化的服务需要专业化的

人才。跨境电商背景下需要物流从

业人员具备：

1.扎实的基础能力。除需具备

扎实的一般物流专业知识以外，跨

境电商物流从业人员还需具备国

际贸易、报关报检、航线选择、国际

运输保险、国际货物运费计算等专

业知识。

2.业务实践能力。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的物流体制、物流规则等

也有所不同，这就导致了跨境物流

业务的高度复杂性。只有通过反复

的业务实践，不断地进行经验总

结，才能够提高业务操作能力, 保

证跨境物流业务的高效运作。

3.信息处理能力。跨境电商高

度依赖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无论

是与商家的有效衔接，还是与客户

的高效沟通，都离不开信息、信息

技术与信息系统。这就要求从业人

员具有良好的信息处理能力。

4.创新与学习意识。跨境电商

的快速发展，要求从业人员具备创

新和学习意识，能够不断更新迭代

自我的认知体系，跟上电商行业快

速发展的节奏。

（三）大力发展冷链物流

跨境电商的发展对冷链物流

提出了较高要求。比如，最近几年，

我国从东盟、马来西亚、加拿大等

国家或地区大量进口水果，但因冷

链物流技术欠缺，保鲜技术不发

达，再加上路途遥远，造成大量的

运输损耗，同时到达销售地的水果

质量也得不到良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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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随着我国跨境电商蓬勃发展，原有的国际物流系统已不能满足跨境电商的发展需求。在对我国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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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

虽然冷链市场规模大，但整体冷链

物流发展水平却仍然存在很大的

差距。比如，我国总体的冷链流通

率尚不足 20%，而美国则达到了

90%，可见差距之大。

（四）加强政策支持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支持跨

境电商的政策不多，为促进我国跨

境电商物流业的发展，我国政府应

多出台相关的政策来规范和扶持

跨境电商物流的发展。另外，在跨

境电商物流业务中，会涉及到一些

外国的设备、设施等的使用，会涉

及到国外企业的对接等等，在这方

面，我国要加紧制定出相应的标准

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以增

强在相关领域的话语权。

三、跨境电商背景下我国

国际物流系统存在的问题

电商的发展将带动我国跨境

物流向前发展，跨境物流的市场规

模将不断壮大。但是，因我国跨境

物流存在着一些不足，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跨境电商的发展，主要表

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跨境物流成本偏高、时效

性差

在我国物流行业中，物流成本

是影响物流业的一个重要因素。跨

境物流跟国内物流有所不同，跨境

物流涉及到对外贸易，包含的内容

较多，如，国内和国外的物流、国内

和国外的海关等，使得跨境物流的

费用也相应增加，进而导致跨境物

流的成本增加。

另外，跨境物流的时效性较差。

一方面，跨境物流一般距离较远，同

时涉及到的环节较多，很多环节还

耗时较长，这些都导致跨境物流一

般时间较长，时效性较差；另一方

面，很多商家和物流企业对跨境业

务不熟悉，导致交易过程中各种意

外状况不断，交易时间延长。

（二）跨境物流信息化程度低

目前，我国跨境物流企业物流

信息管理和技术手段都比较落后，

如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物流

采购管理 (MRP)、企业资源管理

(ERP)等物流管理软件，在整个物

流领域中应用水平都比较低，同时

也缺乏真正行之有效的物流信息

交流平台，以 EDI、互联网为基础的

物流信息系统还没有得到广泛应

用。物流信息化程度低，一方面导

致跨境物流信息衔接不畅、效率低

下、成本高；另一方面也导致商品

信息无法及时跟踪，降低了客户的

购物体验。

（三）跨境物流复合人才匮乏

因跨境物流牵涉的内容较多，

技术性较强，对从业者的要求也较

高，特别是对高素质复合型专业人

才的要求。尽管我国现在已在很多

学校开设了物流、电子商务、国际

贸易等相关专业，并已培养了大量

人才，但集物流、电商、国贸等专业

知识为一体的复合型人才仍然非

常匮乏。

（四）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缺

乏有效协同

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相辅相

成，跨境物流是跨境电商发展的重

要基础和保障。但是，近年来，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我

国跨境电商发展迅猛，远远超过了

跨境物流的发展速度，导致跨境物

流跟不上跨境电商的发展步伐，制

约了跨境电商的发展。同时，跨境电

商和跨境物流的各自为政，也导致

两类企业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信息

共享，阻碍了相关行业的发展。

（五）国际化物流网络建设滞

后

国际物流服务的提供依赖于

国际化物流网络的建设，但目前我

国跨境电商国际化物流网络建设

滞后。以网易考拉为例，它并没有

官方的海外仓，海外发货地仅覆盖

9个国家，数量较少，导致规模经济

优势的发挥和资源配置能力的提

高受到了一定限制。与之相比，亚

马逊在全球拥有 123个运营中心，

服务范围覆盖全球 200多个国家

和地区。

（六）逆向物流功能缺失

随着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跨

境电商交易额剧增。但是，随之而

来的就是由于对网购产品的不满

意或产品本身存在的种种问题而

引发的逆向物流问题，如在退货的

重灾区———玩具、服装、鞋类，退货

量占到约 20%。特别是在“无理由退

货”的影响下，跨境退换货物流呈

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但由于缺乏

顺畅有效的逆向物流通道，使得退

换货或者几无可能，或者成本居高

不下。如，保税仓和直邮模式，虽然

可以退货，但是会涉及运费、时效

和清关等问题。而海淘转运的模式

在转运公司发货以后基本无退货

可能，主要原因是转运公司一般无

回程通路、国际运费居高不下、商

品名义收货人其实是转运公司地

址。如果退货仍然需要转运公司配

合，时间与金钱成本非常高，衡量

之下，大多数买家就会选择放弃。

四、跨境电商背景下我国

国际物流系统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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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效整合海内外资源，降

低物流成本

目前，跨境供应链主要有国内

外货源方、中间贸易商、跨境供应

链巨头、保税区供应链公司等多种

模式。不论哪一种模式，受国际采

购与物流限制，都存在模式重、链

条长的问题。模式重主要体现为海

内外囤货需求，链条长主要体现为

通路方面。因此所需资源包括囤货

资金、通关人脉、海内外员工、高效

ERP系统等，雄厚资金、团队组建及

系统建构缺一不可。如何将这类海

内外优势资源有效整合在一起，实

现各方资源的优势互补，构造属于

自己的强大供应链，是高效、快捷

地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同

时，我们应充分利用“一代一路”倡

议的有利条件，有效整合海内外资

源，通过合作或自建的模式，编织

覆盖全球的跨境物流网络。

（二）构建跨境物流信息系统，

推进信息化应用

早在 2014年，国务院就针对

物流行业的发展出台了相关规范

文件，针对物流行业的智能化、信

息化等工作进行了规划。为适应跨

境电商的快速发展，我国应加快构

建跨境物流信息系统。一方面，企

业需要通过跨境物流信息系统的

建设来发挥企业的整合能力，通过

对物流信息链的全程打通，最终实

现全程可追踪物流信息的目的。另

一方面，在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方

面，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发挥主导作

用，通过对跨境物流信息地积极开

发和利用，最终实现对物流库存的

监控以及对运输配载的支持，确保

物流信息平台可以顺利长远发展。

（三）加强跨境物流所需复合

型人才培养

企业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

只有拥有了核心人才一个企业的

竞争能力才能被提升到一定高度

上。如前所述，跨境电商物流对人

才的专业需求和要求都是比较高

的。但是目前的问题就是专业的复

合型跨境物流人才稀缺，给跨境物

流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阻碍，所以应

加大复合型跨境物流人才的培养

力度。第一，可以和高校合作，在高

校开设相关的专业来培训专业的

人才，通过对课程资源以及专业资

源的有效结合，最终培养一批综合

掌握外语、国际贸易、物流、电子商

务等专业知识的综合型人才。第

二，在企业中开展专业的培训工

作，按照企业的发展情况以及需求

培养适合自身需求的人才。最后就

是政府部门在人才培养方面也要

积极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一定的财

政以及经费支持，和企业一起把人

才的问题解决掉。

（四）加强第三方海外仓建设，

发展海外协同模式

加强第三方海外仓建设，可实

现在本地经营，在海外仓库发货，

既提高了送货效率，又节约了物流

成本。同时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技

术，聘请专业的人士，对当地的消

费需求以及市场影响进行分析，来

预知商品的需求以及市场的发展

趋向，以降低仓库存量、运输、供应

链管理等各种风险。另外，在利用

了大数据技术之后，对物流实行整

合，可以给顾客更好的服务体验。

比如，在储存环节，利用大数据整

合仓储资源，优化仓库布局和货物

分拣；在配送环节，利用大数据对

货、车、人进行有效整合，优化配送

路线，提升配送的及时性。我国企

业应总结过往经验，与运作成熟、

功能完善的第三方海外仓企业进

的行积极合作，取长补短，扩大自

身海外发货范围，增加海外发货的

优势，增强平台的综合竞争力。

（五）构建协同发展平台

创建跨境物流以及跨境电商

协同发展平台，有助于促进跨境电

商的良性发展。通过创建协同平台

可以让不同的企业实现跨境电商

信息共享，实现对资源和信息的更

有效利用。同时，通过协同电商平

台的建设，企业可以更加容易、更

加准确地理解客户的基本需求，通

过创新和发展来提升企业的经营

效率和效益。另外，通过构建协同

电商平台还可以提升物流配送效

率，有效降低物流成本，通过仓配

一体化的服务促进跨境电商以及

物流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因此构

建协同电商平台可以实现资源的

更合理配置，对跨境物流以及跨境

电商的良性发展都至关重要的，应

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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