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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物流业

近年来，阿里集团凭借旗下速

卖通、菜鸟物流、蚂蚁金服一体化

优势，在电商物流领域发展迅猛。

其中，菜鸟物流于 2013年成立后，

联手国内快递 5家龙头企业加快

海外仓储物流市场拓展步伐。而

韩国作为中国外贸重要市场，自

然成为阿里集团拓展海外物流业

务的首选目标。2020年中韩电商

合作大会于山东威海召开，参会

期间阿里集团旗下多位电商专家

与韩国诸多物流企业就仓储物流

领域达成多项战略合作，为中韩

跨境电商物流再添助力。截止

2021年 1月，阿里集团已在韩布

置 1个全球订单履约中心、1个菜

鸟 1号仓、4个海外仓、7个物流转

运中心负责相关仓储物流业务。

阿里集团在韩仓储物流市场取得

如此成就，奠定其在韩国仓储物

流领域的领先地位，这也为中国

其他企业拓展海外仓储物流市场

提供了重要经验指导。

一、阿里集团拓展韩国仓

储物流市场的发展历程

阿里集团在韩市场业务发展

迅猛，仓储物流在其中的保障作

用不可忽视。2015年 3月阿里集

团旗下菜鸟网络与圆通联手，首

次开辟“上海浦东 - 韩国仁川 -

青岛 -香港 -上海浦东”的国际

航线包机业务，直接打通了中韩

货物跨境运输通道。此条航线配

备 737 全货机进行国际货物承

运，显著提升中韩货物的运输时

效。随后，阿里集团旗下支付宝赴

韩开启金融核算业务，为双方仓

储物流合作提供全面服务。这一

战略是阿里集团拓展韩国仓储物

流市场的重要举措，据阿里集团

2015 年度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当

季中韩电商交易额达到 3125.2

万元，同比增长 55%。至此，阿里

集团在韩仓储物流市场已经形成

支付宝负责资金核算、菜鸟负责

具体运输的基础市场格局。

基础市场格局形成以后，阿

里集团进一步紧跟国家政策指

导，牢牢把握中韩国家战略会议

契机深入对方市场，并取得显著

成效。2017年中韩交通运输与物

流合作第七次会议举行，双方就

中韩陆海联运促进方案、铁路货

运商讨务实合作方式。借此机会，

阿里集团国际站在韩建立了第五

家全球订单履约中心，以借助韩

国完成全亚洲的仓储物流货物集

散。2018年中韩智慧物流圆桌论

坛上，中国物流冷链委员会与韩

国希杰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达成

智慧冷链共识。此后，阿里集团在

韩的仓储物流建设开始大力引进

冷链智慧控制系统，确保货物运

输在适宜温度下执行。

此后，阿里集团全方位与韩

企开展合作，通过兴建仓储物流

中心，着力完善仓储物流基础建

设。2019 年 10 月“2019IN-CHINA

论坛”召开期间，阿里集团国际站

与韩企签署 500 万元贸易港口建

设合同，以全面推动仓储物流中

心建设。截至 2021 年 1 月，阿里

集团已在韩国兴建 1个全球订单

履约中心、1 个菜鸟 1 号仓、4 个

海外仓、7 个物流转运中心负责

相关业务，具体建设情况见表 1。

为进一步提升阿里集团在韩仓储

物流市场优势，阿里集团着力向

韩仓储物流投放智慧基建，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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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仓储物流效率。据阿里集团

2020年财报显示，中韩货物交易

额达到 67.6 亿元，同比增长

20.6%。可见，此期间阿里集团拓

展韩国仓储物流取得显著经济效

益，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发展格

局。

二、阿里集团拓展韩国仓

储物流市场遇到的困难

（一）仓储物流领域合作广度

不足

拓展韩国仓储物流市场势必

涉及商业仓储用地、物流供应链

条、技术应用，这就要求阿里集团

需要具备充足的资金与多元化资

源。但阿里集团在拓展韩国仓储

物流市场前期，与韩方快递类企

业合作率超过 75%。相对单一的

企业资源合作，限制了双方的合

作深度，使得阿里在韩经营效益

增收并不明显。纵观 2015-2017

年阿里集团与希杰物流、CJ 大韩

通运等快递企业的合作成效，其

在韩仓储物流市场经营效益增长

幅度均低于 20%，投资效益并未

凸显。而关于商业仓储用地、技术

应用等方面的合作，双方合作率

不足 25%。这导致阿里集团拓展

韩国仓储物流市场在仓储用地、

冷链运输、数字技术等方面与国

内相比差距显著。在国内，阿里集

团仓储用地面积达 2000 万平方

米，冷链运输、数字技术覆盖分别

为 50%、95%以上；在韩国，阿里集

团仓储用地面积不足 10 万平方

米，冷链运输、数字技术覆盖分别

仅为 5%、7%，不利于相关物流高

技术的引入，进而拖延了阿里集

团拓展韩国仓储物流市场步伐。

（二）智慧数字技术应用缺失

在阿里集团拓展韩国仓储物

流市场过程中，普遍存在智慧数

字技术应用缺失的问题。据前瞻

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仓储物

流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

分析报告（2017）》，阿里集团拓展

韩国仓储物流市场过程中，仓储

物流行业 AI 技术及无人驾驶技

术采用率低于 10%，物联网技术

采用率也低于 20%。此情况下，阿

里集团在韩国仓储物流领域的布

局难以实现降本增效，阻碍“走出

去”步伐。据 Lazada数据显示，截

至 2017 年末阿里集团在韩仓储

物流投资已超 30亿美元。但由于

整体智慧数字应用不足，日拣货

仅 1000件，不足国内仓储物流拣

货效率的 30%。受此影响，到 2019

年初阿里集团在韩仓储物流投资

回报率也仅为 3.2%。以此看来，

仓储物流智慧数字技术应用的缺

失，对于阿里集团拓展韩国仓储

物流市场产生了较大阻碍。

（三）韩国物流市场高标货仓

应用不足

对于仓储物流市场而言，高

标货仓是重要基础设施。但由于

韩方高标货仓应用率较低，极大

限制了阿里集团拓展韩国仓储物

流市场的步伐。首先，韩国高标货

仓面积严重稀缺。据物联云仓数

据显示，韩国高标仓储面积仅为

1.2万平方米，与中国 9000万平

方米的高标货仓相比差距显著。

这致使阿里集团在仓储物流方式

选择时大多仅能采用通用仓储，

不利于部分业务开展。其次，合作

共建高标货仓数量较少。合作共

建高标货仓采用就地采购模式，

方便实现货物高效适宜储存。纵

观韩国 60余个高标货仓，与阿里

集团共建数量仅为 2个。多数情

况下，阿里集团开展相关业务还

需要大幅租赁，这并不利其在韩

仓储物流市场的发展。最后，韩国

市场高标货仓使用成本较大。以

韩国仓储物流市场租赁价格来

看，目前高标货仓租赁价格为每

日 26-28美元 / 平方米，货物装

卸价格为 1.5美元 / 件。这表明

在韩一百平方米的仓储，阿里集

团每月仅运营成本就需 3000 美

元，对于初涉韩国仓储物流市场

的阿里集团而言，显然并不在可

接受范围之内。

三、阿里集团拓展韩国仓

储物流市场的模式创新

（一）实行多元供应链合作模

式

表 1 阿里集团在韩建设仓储物流中心概况

建设形式 建设数量 建设地点 合作企业

全球订单履约中心 1 京畿道 希杰物流

菜鸟一号仓 1 京畿道 -

海外仓 4 首尔市、仁川市、京畿道、庆尚北道 -

物流转运中心 7
首尔市、釜山市、仁川市、光州市、大

田市、京畿道、庆尚北道

CJ大韩通运、韩
进、LOGEN等

数据来源：商务部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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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政府为推进双方跨境物

流合作，多次举行会议力促双方

企业共建无缝物流体系，实现货

物安全、高效运输。此背景下，阿

里集团频向韩企抛出合作橄榄

枝。物流企业合作方面，2015年 3

月，阿里旗下 ICB 公司与韩国现

代 Logistics 签署产品直购合

同，并在仁川机场建设大型仓储

中心，负责海淘产品仓库运营。

2017年 8月，菜鸟物流与韩国希

杰物流达成战略合作，通过设立

全球订单履约中心，担负双方库

存管理、货物包装、物流清单整理

工作。借助该流程业务，中韩原本

4~5天的跨国货运服务缩减至 48

小时内。科技型企业合作方面，

2018年阿里集团与三星电子签署

《2018战略合作备忘录》，明确三

星电子助力阿里集团拓展韩国物

流市场必要的仓储智慧基建管理

设施。据韩业内人士称，此智慧仓

储投入使用后平均能提升包裹处

理能力 30%。实业集团合作方面，

2019年 9月，阿里旗下天猫国际

与韩国爱茉莉太平洋签订了合作

协议。此协议签订后，阿里集团可

直接使用爱茉莉太平洋在韩仓储

基地开展业务活动，每年能够为

阿里集团节约 2000 万美元的仓

储费用。

（二）打造智能仓储物流运作

模式

阿里集团通过与韩国建立多

元供应链合作，初步稳固自身发

展基础。随后，阿里集团为全面提

升在韩仓储物流运营质量，开始

着手引入机器人即服务、人工智

能驱动、生态赋能等智能仓储物

流技术，打造阿里在韩智能仓储

物流运作模式。机器人即服务方

面，2018 年阿里集团首次在韩菜

鸟一号仓引入机器人即服务技

术，借助仓储机器人代运营方式

处理仓储物流相关业务活动，包

括提取物品、分类、置物架、包装

以及发货。得益机器人即服务高

效优势，相关货物处理能力达到

8小时 3000件，相比传统仓储处

理效率提升近两倍。人工智能驱

动方面，阿里集团通过应用物流

云、电子面单等尖端技术，智能研

判货物体积和重量，进而选择合

适的包装箱执行分类。此项技术

引入后，阿里集团在韩货物的清

理与置放时间迅速由 4小时缩减

至 1小时。生态赋能方面，阿里集

团携手相关企业打造强大的仓储

物流生态，为全面推进阿里集团

拓展韩国仓储物流市场提质提供

重要助力。2018年阿里集团入股

易流科技，并与现代 Logistics

达成全面合作，通过技术链接物

流，实现人、车、货、仓、店等全要

素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截止 2020

年底，阿里集团在韩投入超 10万

辆物流运输车，为仓储转运提供

智能线路优化、智能货物配载。据

不完全统计，生态赋能为阿里在

韩货物运输、转运提升约 20%的

工作效率。

（三）构建综合一体化仓储模

式

早前，阿里在韩仓储物流合

作多借助普通货仓完成，职能单

一。后期，随着综合一体化仓储模

式的全面推进，充分提升了阿里

在韩的经营效果。第一，仓储转运

时效性得到满足。菜鸟物流在韩

国建立菜鸟一号仓，可提前将商

品输入韩国进行仓储，待客户购

买商品后直接由当地物流公司负

责配送。通过此方式，原本需要

3~4天的仓储转运服务缩减至 24

小时之内，显著提升阿里相关商

品赴韩的仓配运营效率。第二，货

物按照品类划分存储，保证货物

质量。为更好分门别类保证货物

质量，菜鸟物流与韩国现代 Lo-

gistics联手在京畿金浦、军浦、

乌山建设包括保鲜区、冷冻区、易

碎区、常温区在内的仓储物流中

心，且在保鲜区内进一步细致划

分水产保鲜、奶类保鲜、蔬菜保鲜

等小区；冷冻区内也设置了肉类

冷冻、其他冷冻小区，保证运输质

量，降低货物损耗。据悉，此分类

存储方式投入使用后，阿里在韩

相关货物运输损耗率由 8.2%降

至 6.8%。第三，仓储后续物流配

送健全。货物订单产生后，仓储中

心的智能机器人负责捡货，超过

10 万辆物流运输车进行配送执

行，很好解决了库存积压以及配

送不及时的问题。通过上述综合

一体化仓储模式的打造，阿里集

团在韩的仓储货物真正实现了 24

小时运达的发展理念。

四、阿里集团拓展韩国仓

储物流市场的启示

（一）建立产业链企业合作体

系

2020年 9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会领衔印发的《推动物流业制

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

案》，指出仓储物流市场发展需要

与制造业，乃至整体产业链企业

开展深度合作。进一步从阿里集

团拓展韩国仓储物流市场经验来

看，“走出去”企业选择与目标国

产业链企业合作是极有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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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由此，相关企业可通过与目标

国产业链企业建立多元化合作，

为拓展当地仓储物流市场奠定基

础。一是借助行业协会力量与目

标国建立合作。对于实力不足的

中小型仓储物流类企业，可从行

业协会了解海外仓储物流市场缺

口，从而与相应产业链企业达成

合作共识。这样不仅能够发挥中

小型企业的合力优势，还能促进

仓储物流生态圈构建。二是借力

阿里巴巴国际站与目标国建立合

作。阿里巴巴国际站在跨国企业

信息方面具有领先优势，企业可

通过入驻阿里巴巴国际站，直接

对接目标国仓储物流领域有合作

意向的企业，降低信息成本、实现

快速跨国合作。三是多元企业联

盟进行仓储物流市场扩张。中国

仓储物流企业可与快递企业或其

他实业达成联盟，“一体捆绑”与

目标国企业合作，风险共担。而在

相关企业达成合作后，可以当地

企业名义进行物流基地建设，避

免触及部分国家土地占有投资壁

垒。

（二）强化智慧仓储物流建设

阿里集团能够快速在韩国仓

储物流市场站稳脚步，智慧仓储

物流建设是重要原因之一。且前

瞻产业研究所公布的《中国智能

仓储行业发展市场需求与投资规

划分析报告（2020）》指出，智慧技

术是仓储物流产业发展的必然趋

势。因此国内其他仓储物流企业

可借鉴阿里集团相关举措，加速

智能化发展。第一，利用智慧仓储

提升空间内部利用率。相关企业

可引入 WMS 管理软件，利用智能

空间规划进行储位的智能调整，

合理避免黑暗、低温、高层等复杂

环境对仓储作业影响。第二，利用

智慧机器提升作业效率。仓储物

流企业可将已实现的无人驾驶装

载机、智能拣货机器人等投入仓

储运营操作，利用智能算法规划

仓储作业流程，充分避免低效、无

用作业，实现作业流程无缝连接、

仓储作业流程全托管。第三，利用

智慧平台实现精细化管理。仓储

物流企业可积极引入智慧仓储管

理平台，推动 ERP系统、仓储数据

库联动，实时查看和统计货物厂

家、储存地点、储存时间、送货地

址等信息，完成货物全程追溯。第

四，利用智慧物联网技术保障仓

储安全。相关主体可通过震动传

感器、红外线等技术手段对仓储

内部执行火灾、漏水等事故信号

实时监控，以此打造数字化、智能

化的安全仓储防范系统。第五，利

用智能大数据分析技术分析当地

市场，降低仓储物流风险。仓储物

流企业可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分

析当地的消费需求和市场，预估

当地商品需求及市场发展趋势，

充分降低仓库存储、货物运输、供

应链管理等多方风险。

（三）积极探索综合一体化仓

储物流方式

对于部分仓储物流企业而

言，直接推进高标货仓建设存在

一定难度。阿里集团之所以能在

韩国仓储物流市场站稳脚步，综

合一体化的仓储物流建设不可或

缺。是以，国内仓储物流企业在目

标国建设物流基地可选择综合一

体化仓储物流形式，保证仓储物

流职能全面落实。一是搭配使用

多种仓储物流。仓储物流企业可

依据实际情况研判选择何种仓储

物流形式。例如小件货物时选择

邮政小包或者国际快递；批量货

物选择境内外公共仓、电商仓储

国际物流专线，之后则可选择当

地合作物流公司进行派送，加大

降低物流成本。二是提升第三方

海外仓利用效率。仓储物流企业

需要在合理范围内与第三方海外

仓建立合作，实现多点联动快速

调拨货物，提升仓储物流效率。对

于部分中小仓储物流企业无法通

过自身进行扩建，可与功能完备、

运作稳定的第三方海外仓企业进

行深度合作，增强自身核心竞争

力。三是借助保税备货模式在保

税仓库进行仓储物流作业。保税

仓库由国家海关批准建设，不仅

具有安全保障，后期物流运输效

率也相对较快。其中大型仓储物

流企业可使用自用型保税仓库，

小型仓储物流企业可使用公用型

保税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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