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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物流业

2020年 5月，为缓解新冠疫情

和逆全球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冲

击，中共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此后，在 2021年全国

两会上，中共中央再次提出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此，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执行会长贺登

才表示，物流强国建设不仅是适应

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更是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这一情形

下，中国海外物流园区开始借助现

代化技术，大规模向智慧化、数字化

方向转型，逐渐在国际物流运输业

占据重要地位。充分发挥中国海外

物流智慧园区在国内国际物流运输

中的衔接作用，形成物流运输“绿色

通道”，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

不可少的一环。有鉴于此，提出中国

海外物流智慧园区发展的创新策

略，以期加速国内国际物流业转型

升级，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一、中国海外物流智慧园区

建设现状

（一）物流服务产业集成化，园

区发展规模不断扩大

近些年，为满足日益扩大的国

际物流需求，中国海外物流园区纷

纷向智慧化方向发展，物流服务产

业集成化趋势日益凸显。园区通过

注资和股权控制等方式将国际物流

企业、社会物流系统相衔接，形成国

际智慧物流产业集聚网络。在物流

服务产业集成化发展驱动下，中国

海外物流园区规模不断扩大，业务

辐射范围逐渐扩展，在国际物流运

输中的枢纽作用日益凸显。就园区

数量规模而言，近些年中国物流企

业不断集聚，国际物流园区数量稳

步上升。如图 1所示，2006-2020年

中国国际物流园区从 60家发展到

630家，年均增长率超过 60%。就园

区市场规模而言，iiMedia Re-

search 统计数据显示，201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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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6-2020年中国国际物流园区数量（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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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国际物流园区市场规模从

550亿元上升到 1440亿元，增长了

近三倍。在园区数量规模与市场规

模双增长驱动下，中国海外物流智

慧园区业务辐射范围日益广泛。例

如，2013-2020年，波兰新达中国商

城智慧物流园区业务辐射范围从波

兰扩大到整个欧洲市场。总体来说，

随着中国海外物流智慧园区物流服

务产业向集成化方向发展，园区发

展规模不断提升，业务辐射范围逐

渐扩大。

（二）物流供应渠道物联化，园

区运营效率大幅提高

近年来，随着国际物流运输业

快速发展，中国跨境物流业务量激

增。这一情形下，为满足国际物流业

务量需求并提升园区运营效率，多

数中国海外物流智慧园区开始借助

GPS、REID、激光扫描等技术，推动物

流供应渠道物联化。例如，2019年，

同登综合性保税物流智慧园区借助

条码、GIS、REID电子标签等技术，

实现物流供应渠道物联化，运营效

率大幅提高。从包裹揽收到末端配

送，智慧园区运营周期从之前的 15

天缩短了近 30%。2021年 4月，中纳

合资构建的纳米比亚纳丹商贸物流

园区依托“物联网 +冷链运输”海外

云仓模式，整合安哥拉、赞比亚等城

市冷链货源以及国际客户资源，搭

建起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跨境冷

链物流供应通道。冷链物流供应通

道搭建后，智慧园区运营周期从之

前的 12天缩短到了近四分之一，运

营效率大幅提高。

（三）物流运输环节数字化，园

区动态管理基本实现

当前，中国海外物流智慧园区

在仓储和运送环节推进数字化运

作，为园区动态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在仓储环节方面，智慧园区基本实

现数字化物流仓储动态管理。如

2019年，中非泰达与中国外运海外

公司双方合作，共同在埃及搭建泰

达智慧物流合作园区，该园区物流

管理中心在仓内设置智能仓储系

统、电子标签设备、自动化流水线等

数字化仓储设施，进行货物分拣、仓

储环节数字化运作。为加强仓储运

输实时监管，该智慧园区利用线上

监管系统对仓储运输环节进行动态

管理，使得物流仓储环节更加合理

有序地运作。在运送环节方面，智慧

园区基本实现数字化物流配送全流

程动态管理。例如，2020年，河南郑

州与格鲁吉亚合作建立海外物流智

慧园区。在园区运营过程中，为解决

管理环节信息对接不畅、多头管理

等问题，园区着重建立统一化物流

业务数字化管理平台。该平台为智

慧园区提供了信息发布和共享管理

系统、作业安全系统以及园区运力

监控系统等软件设施，使园区运送

环节实现全流程动态管理。

二、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海外

物流智慧园区发展的新机遇

（一）国际物流网络重构为园区

开辟柔性供应链新市场

国家发改委领导汪鸣指出，在

国家经济发展新阶段，中国海外物

流智慧园区正面临一场国际物流服

务网络大规模重构升级新机遇。具

体来说，新发展格局将会促使中国

海外物流智慧园区服务重心向供应

链两端延伸，导致供应链开始变得

“脆弱化”。因此，打造能够应对国际

物流市场需求变化的柔性供应链，

成为推动海外物流发展的核心要

素。这一情形下，中国海外物流智慧

园区迎来了国际柔性供应链服务新

市场。例如，2021年 2月，菜鸟 &递

四方国际物流智慧园区借助国际物

流网络重构机遇，开始积极抢占海

外安全、柔性供应链市场，构建菜鸟

供应链“数智大脑”，开启菜鸟供应

链的“数智进化”。通过菜鸟供应链

“数智大脑”，实现海外物流运输数

智化分仓、数智化预测和数智化决

策，为海外客户提供柔性供应链服

务。可见，国际物流服务网络重构将

为中国海外物流智慧园区发展注入

新血液。

（二）国际物流“新基建”为海外

物流智慧化转型提供新契机

为奠定新发展格局坚实基础，

推动经济稳步运行，中国在 2020年

初便开始大力推进 5G、数据中心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海外物流

园区借助“新基建”风口，均已实现

智慧化转型。例如，2020年，中欧商

贸物流智慧园区借助“新基建”东

风，构建具备订单数据预测、分析、

监测、预警和资源配置一体化功能

的“智能仓储中枢”，赋能物流仓储

自我感知，真正实现海外物流仓储

智能化、智慧化。又如苏宁国际智慧

物流产业园通过“新基建”帮扶，在

欧洲、东亚以及澳洲等地区建立苏

宁海外仓，形成集数字登记、智能分

析、在线查询、可视化呈现等全流程

智能运营体系，实现海外物流运输

的智慧化转型升级。此外，中国为鼓

励海外物流智慧园区发展，联合中

国物流产业协会打造“新基建 +海

外园区”新模式，驱动海外物流园区

向智慧化方向转型。

（三）国际物流政策叠加优势为

海外物流稳步发展带来新机遇

在新发展格局战略部署下，中

国海关为进一步扩大海外物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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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海外发展规模，制定了通关便

利化政策和财税优惠政策，鼓励将

物流智慧园区建到境外。在通关便

利化政策方面，2020年 4月，中埃

合资建立的泰达苏伊士物流合作智

慧园区，针对园区内企业及其分支

机构进口经营必备原料和设施，出

台免关税、销项税等政策，使该园区

实现最大化降本增效。此外，智慧园

区内公司、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进出

口时无需进行登记和许可，可自行

办理各项进出口业务，货物通关速

率得到大幅提升，这为海外物流智

慧园区产品出口提供政策保障。在

财税优惠政策方面，为鼓励智慧物

流园区海外发展，地方政府依据现

代物流企业营收情况进行奖励。具

体而言，政府针对出口额达到 4亿

美元以上且保持同比增长 5%的海

外物流企业，予以年度高达 200万

元的一次性奖励。在这一政策支持

下，入驻海外物流智慧物流园区企

业逐渐增多，为园区稳步发展提供

新机遇。

三、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海外

物流智慧园区发展面临的困境

（一）物流园区经营模式粗放

国内国外经济互促的新发展格

局下，中国海外智慧物流企业仍旧

以粗放式经营为主要运作模式，对

中国海外物流智慧园区发展造成负

面影响。一方面，海外物流智慧园区

规模小、服务质量低的经营格局尚

未改变。在物流业务营收方面，中国

海外物流智慧园区发展规模较小，

缺乏规模经济。据金融界相关数据

显示，2020年，顺丰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总营收高达 1539.87亿元，其

中顺丰海外物流智慧园区营收仅占

总营收的 20%，阻碍智慧园区发展

规模进一步扩大，无法形成规模经

济效应。在物流服务方面，中国海外

物流智慧园区发展过程中缺少增值

服务，如个性化包装、隔夜送达等物

流服务难以实现。这一现象致使大

部分海外智慧物流园区陷入通过降

价争夺市场占有率的“怪圈”，最终

导致海外物流市场出现“以价换量”

粗放式经营策略，使得诸多智慧园

区难以占据海外市场。另一方面，海

外物流智慧园区内部治理方式落

后。由于中国部分海外物流智慧园

区管理层依旧运用“一言堂”、“家长

制”管理方式，缺乏有效内部监管机

制，致使该园区与其他国家智慧园

区发展差距日渐拉大，海外园区信

息化服务水平提升受阻。

（二）末端物流配送成本较高

新发展格局下，国际物流不仅

要求运输效率更为高效，还要求有

效控制国际物流运输成本。而长期

以来，末端物流配送成本一直是制

约中国海外物流智慧园区发展的主

要问题。尽管近些年众多中国海外

物流智慧园区积极探索、大胆创新，

试图畅通国际物流运输“最后一公

里”，但是收效甚微。据中国物流产

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中欧商贸物

流合作智慧园区在匈牙利的末端配

送成本普遍高于 10元，是当地物流

企业末端物流配送成本的三倍。究

其原因，受国际物流运输网络分散

布局影响，中国海外物流智慧园区

无法在海外形成集群效应，难以降

低末端物流配送成本，导致国际物

流运输网络“最后一公里”受阻。为

降低成本，部分中国海外物流智慧

园区通常放弃国际物流运输末端物

流配送服务，仅将货物配送至附近

城镇，以此规避末端物流配送成本

过高问题。然而，中国海外物流智慧

园区物流运输时间成本大幅度提

升。在大幅压缩其他货物运输时间

成本情形下，国外偏远地区客户从

下单到收货需要 9-12天，其中客户

到附近城镇收取货物便需要 2-4

天。基于物流时间效益原理，末端物

流配送时间成本过高无疑会降低客

户满意指数，影响中国海外物流智

慧园区国际竞争力。

（三）智慧物流国际平台建设不

足

近些年，中国海外物流智慧园

区为打破海外物流通关审批瓶颈，

开始大力建设国际物流电子口岸平

台。伴随现代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国

际物流电子口岸平台开始向智慧物

流国际平台转型。但由于各地方政

府之间相互配合困难，难以进行智

慧物流国际平台有效对接。再加之

智慧物流国际平台普遍存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与业务

融合紧密度不足的问题，导致各智

慧物流国际平台之间信息共享的有

效性降低。并且，部分智慧物流国际

平台因资金与技术短缺问题，海外

运行机制无法得到保障。例如，某一

智慧物流国际平台曾因技术问题出

现长达 7分钟的系统崩溃，致使当

日平台运营基本停滞，海外业务办

理受阻。2021年 6月，菜鸟正式启

用设立在迪拜的中东智慧物流货物

转运中心，并运用多种数字化管理

平台，如无人运车平台、智能安防管

理平台，将商户信息和多方资源合

理调配应用。但由于各平台处于试

行阶段，服务功能不完善、系统运行

不畅等问题还未彻底解决，一定程

度上降低该货运中心的运行效率。

由此可见，智慧物流国际平台建设

不足，将会影响新发展格局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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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物流智慧园区信息共享深度，

阻碍智慧园区发展进程。

四、创新路径

（一）升级智慧供应链服务新

平台，加强园区信息共享深度

为适应物联网和互联网国际

发展趋势，国家大力推进国际物

流信息化建设，鼓励发展综合性、

专业性智慧供应链服务平台。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应以“现代供应

链”为发展理念，全力打造大数据

支撑、数字化共享、自动化协作的

智慧供应链体系。中国海外物流

智慧园区可依托智慧供应链体

系，升级智慧供应链跨境服务新

平台，为园区对外发展提质增效。

一是强化园区物资供应环节数智

化管理。中国海外物流智慧园区

应通过大数据技术对数字资源进

行存储分析，整合成海外数字资

产。同时，还可利用数据库实现数

字化资源管理，提高供应链信息对

接效率，为智慧供应链跨境服务平

台建设奠定基础。二是构建信息

开放共享服务模块。中国海外物

流智慧园区可利用已有数字平台

信息共享化优势，将资源、技术以

及数据进行有效配置，构建信息

开放共享服务模块。进一步针对

不同海外客户需求，提供“点对

点”服务，满足海外客户多样化信

息供应服务需求。三是构成“一体

化”平台资产运营模式。中国海外

物流智慧园区可通过打造投资、技

术、服务运营为一体的平台运营模

式，大力盘活数字化资产，使智慧

园区供应链上的信息资产价值得

到充分发挥，加强园区信息共享

深度。

（二）开展末端智慧物流配送

新合作，提高园区国际竞争力

为贯彻“十四五”智慧物流发

展理念，国家提出优化国际物流

运输节点、提升中国国际物流核

心竞争力的指导思想。其中，末端

智慧物流配送作为国际物流运输

节点短板，加强末端物流配送能

力逐渐成为提升国际物流竞争力

的主要方向。一方面，中国海外物

流智慧园区可与目的国物流运输

企业合作，借助无人驾驶物流车、

智能物流机器人等智能科技与当

地物流运输企业进行货物智能对

接，借助其自营物流配送网点，负

责物流运输末端配送。通过与目

的国物流运输企业合作，在降低园

区末端配送成本的同时，推进园区

末端配送现代化、智慧化转型，提

升配送效率。另一方面，中国海外

物流智慧园区在与目的国物流企

业展开合作的同时，可注资或并

购目的国中小型物流企业。通过

搭建国际智能超级调度中心和国

际智能中央分拨中心，逐渐形成

覆盖整个配送末端的国际智慧物

流运输网络，在降低物流运输成

本的同时，增强智慧园区国际竞争

力。

（三）构建“内外双核”集约经

营新模式，提升园区数字化服务

水平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中国海外

物流园区迎来了智能化转型升级

新阶段。为支持物流业集约化发

展，提升物流数字化服务水平，

2020年 6月，国家发改委和交通

运输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降低

物流成本实施意见的通知》。该文

件提出要加速推进物流产业智能

化设备运用，最终实现各物流环

节的智慧化运营。作为推动物流

产业发展重要主体，海外智慧物

流应以国际市场与内部治理为抓

手，运用数字技术驱动智慧园区

向集约式经营模式转变。国际方

面，积极开展兼并合作，改变海外

物流智慧园区发展规模小、布局

零散的局面。中国海外物流智慧

园区应基于大数据、5G 以及区块

链等技术，结合国外成熟的智慧

园区管理体系以及智慧设施，与

国外智慧物流园区或企业开展数

字化运营合作，提升中国海外智慧

园区数字化服务水平。智慧园区还

应集中规划并布局内部数字化经

营空间，通过发展管理智能化、服

务便利化以及运营数字化的公共

服务设施，营造高品质市场环境，

为物流市场提供高水平数字化服

务。内部方面，加强园区智慧化治

理结构建设，实现部门集中式管

理。中国海外物流智慧园区应着眼

于管理系统创新，构建智能化集约

管理模式和内控制度，进一步提升

园区数字化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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