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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背景下中国跨境电商出口企业的应对策略分析 

黄炫洲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汕尾 

【摘要】全球疫情持续肆虐，海外市场萎靡，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企业的经营带来非常不利影响，与

出行和社会行为密切相关的商品类目需求骤减，各国消费者收入水平整体下降导致跨境出口商品的整体有

效需求降低，全球疫情同时给跨境物流和国内供应链体系稳定性带来持续压力。中国企业须积极应对,提升

海外数据采集和市场研判能力，主动对不同商品类目和国家市场采取差异性调整策略,在营销策略上积极探

索内容型社交电商等“新业态”模式，提升重点国家的物流优势，落实防范和化解各种跨境经营风险的有

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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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global epidemic continues to rage and overseas markets are sluggish, which has a very 
negative impact on the operations of Chinese cross-border e-commerce exporters. Demand for commodity 
categories closely related to travel and social behavior has plummeted, and the overall decline in income levels of 
consumers in various countries has led to lower overall effective demand for cross-border export goods. The global 
epidemic has also put continued pressure on cross-border logistics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domestic supply chain 
system. Chinese enterprises must actively respond by improving their overseas data collection and market research 
capabilities,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adopt differentiated adjustment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commodity categories 
and national markets, actively exploring content-based social e-commerce and other "new business" models in their 
marketing strategies, enhancing their logistics advantages in key countries, and implementing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and mitigate various cross-border business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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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疫情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不利影响 
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导致全球绝大部份国家

的经济下行和消费需求萎靡不振，给中国的跨境电

商出口企业的经营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具体表现

在以下方面： 
1.1 密切相关的商品需求显著减少 
各国新冠疫情以及严厉的防疫措施使得部份类

目的商品使用需求直接骤减，主要体现在与出行和

社交聚会密切相关的户外用品，骑行、服饰等商品

类目，而这些品类具有明显的“中国制造优势”特

征，是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主力商品。虽然有其它

少数类目的商品需求受疫情影响不减反增，如家居

和防疫用品，但毕竟在跨境出口商品的总体量中比

例偏少。从总体上看，自从疫情全球爆发以来，各

国商品消费需求的整体下滑，以及需求减少引起的

竞争加剧，是部份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出现经营困境

的根本原因。 
1.2 民众收入下降进一步拉低商品整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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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困扰导致社会经济衰退，以此带来的诸多

行业的“减薪潮”甚至“失业潮”，明显抑制了各

国民众对中国商品的消费能力。跨境电商市场的商

品一般都并非生活必需品，收入需求弹性普遍较高，

各国民众收入水平的普遍下降进一步抑制了对跨境

电商市场的消费需求。 
1.3 影响跨境物流的稳定性 
疫情肆虐，在跨境物流层面上给中国企业带来

了诸多难点，主要表现在：第一、随着各国出入境

防疫监管趋严，国际航班数量受到削减，跨境出口

运力不足，空运和海空都经常出现排期紧张甚至爆

仓的情况，严重影响出口商品送达时效；第二、全

球运力缩减导致跨境出口物流成本显著上升，促使

疫情发生以来的海运和空运的跨境物流价格明显上

升，进一步削弱企业营运能力;第三、随着疫情形势

的阶段性恶化，在跨境电商物流链的某些环节“疫

情事件”频发，如电商平台亚马逊公司的海外某运

转仓库因突发疫情封仓，或者仓库员工因对工作防

疫措施不满而罢工，这些突发事件会导致跨境电商

企业在局部地区的销售出现一定时期的停滞，给经

营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1.4 削弱产业供应链优势 
疫情中国企业在全球跨境电商市场占据主导地

位，核心优势之一就是中国的供应链优势，又称为

“供应链福利”，它是由中国完整的产业链条配套

体系、产品品类和款式的丰富性、产业劳动力技能

素质等因素构成，全球疫情对跨境电商出口行业的

不利影响波动整个生态圈，外销商品采购需求的整

体下行，不可避免地给上游供应链企业带来了经营

压力，部份上游生产企业被迫转型为“保守”经营

模式，相应地采取“减缓新品开发”、“减少研发

投入”、“缩短或取消应收账期”、“主动消减备

料或缩减产能”等措施，少数企业停产倒闭，以上

情况如果持久，必然会削弱“中国供应链”在全球

跨境电商市场的竞争优势，从中长期来看对,中国企

业的竞争优势带来不利影响。 
1.5 放大企业原有经营缺陷或弊端，加剧风险 
全球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放

大”这些企业原有在经营上的弊端或者缺陷，使得

这些经营上的缺陷问题加剧或者是提前暴露，如某

些跨境电商大型企业一直困扰的巨额库存滞销积压

问题，在全球疫情爆发之后，出现资金流动性危机，

雪上加霜，一下子把各种问题都引爆。更多的诸如

商誉减值损失、行政成本高昂等经营隐患集中涌现，

经营隐患的暴露非常不利于企业的融资能力，进一

步加剧经营困境。这种因疫情而导致企业经营缺陷

“被放大”或风险加剧的情况，在跨境出口中小型

企业中更为多见。 
2 中国跨境电商出口企业的应对策略建议 
面对海外疫情对出口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中

国跨境电商企业要积极应对，谋定而后动，充分学

习和利用好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在这一两年以来陆续

出台的各种“稳外贸”和扶持跨境电商发展的政策

红利，结合自身情况，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2.1 海外市场数据分析和研判，类目细分调整 
加强企业对海外数据采集、分析和消费市场发

展态势研判能力，重点分析海外疫情对各个商品类

目消费需求的影响，以及市场竞争结构的变动，并

结合企业内部营运能力的情况，对企业所营运的各

行业类目进行深入细化的剖析和评估： 

 

图 1  结合企业内外部情况的类目商品评估框架 

以上分析以“供需对比分析”为主线，结合影

响企业内部营运能力的若干变量，不仅可综合评估

出企业整体营运策略，更可以进一步评估出各不同

行业类目的“差异化”调整策略，以便企业对不同

的细分行业类目采取“增”、“守”、“减”或“停”

不同的应对措施,下面用 ABCD 代表受疫情影响程

度不同的四种行业类目，结合各企业不同内部营运

能力情况，分析企业在不同行业情境之下的应对策

略： 
“企业内部营运能力”所指是的企业在经历疫

情影响之后的整体营运综合实力，由上述图 1 左侧

的“团队稳定性”、“财务流动性”、“供应商配

合”、“库存”和“综合行政成本”等五大指标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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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对企业抗击疫情冲击能力的综合衡量，分为

“强”、“中”、“弱”三个层次，“强”代表的

是疫情对企业的整体营运能力并没有太大影响，企

业的竞争实力仍属于市场强者，特别资金流动性充

足，具有抢夺更大市场份额的实力；“中”代表企

业的营运综合实力虽疫情有所下降，但基本实力尚

存，资金流动性可控，整体团队较为稳定，具备一

定市场竞争实力；“差”代表企业受疫情冲击比较

大，整体营运实力明显下降，出现资金流动性不足

或团队稳定性变差等问题，被迫只能采用“收缩”

策略来尽量保住有限的市场份额。 
相应地，“增”、“守”、“减”和“停”分

别对应着企业在某个类目细分市场所采取的“扩张

型”、“稳健型”、“收缩型”和“退出”策略。 
结合“类目供需变动数据”和“企业内部营运

能力”可以得出企业在各细分类目下的经营策略： 

表 1  企业针对不同商品类目的细分差异化调整策略 

 供需变动 

类目 A 类目 B 类目 C 类目 D 

需求不降反升， 
供应增加 

需求有所降低， 
供给降低更快 

需求降低（体量仍较大）， 
供给不变或增 

需求降低（体量较小）， 
供给不变或增 

内部营运能力 

强 增 增 增 守、减 

中 守、减 增 守、减 减、停 

弱 停 增、守 减、停 守、减 

 
2.2 集中优势资源精耕重点国家 
面对疫情带来的跨境电商销售困境，企业也应

当采用“不同国家市场区别对待，重点国家精细化

耕耘”的营运策略，适当收缩在海外跨境电商市场

营销的宽度，选择部份有竞争优势或者竞争激烈程

度相对较弱的国家，集中优势资源进行重点突破，

避免把营销资源分散到多个国家，这样不仅可以缓

解企业的库存囤货负担和资金流动性压力，也有助

于压缩企业的人员薪酬整体成本和及其它行政成

本。海外营销宽度的收缩必然有助于提升营销精度，

跨境电商企业可以集中优势资源夯实在部份国家的

竞争优势，如加强海外仓的布局，或者深度拓展在

某些国家的海外达人的联盟营销推广资源，充分发

挥海外的“达人杆杠”营销资源，拓宽海外本地化

销售渠道。 
2.3 积极探索“跨境直播”等新业态营销模式 
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必须创新营运思维，积极探

索和掌握“新业态”的跨境电商营运技能，特别是

这一两年内发展迅速的内容营销、跨境直播营销、

海外网红营销，这些内容型社交电商刚兴起不久，

呈现方兴未艾的蓬勃趋势。在跨境电商市场的总体

需求受困于各国疫情而明显下滑的形势下，在跨境

电商的传统营运领域，市场商家激烈抢夺减少的存

量需求，竞争日益激烈，推动流量成本的急剧上升，

导致企业利润空间进一步被压缩，而在代表“新业

态”跨境电商内容型社交电商领域，目前具备“新

业态”营运能力的跨境电商企业偏少，竞争偏弱且

市场潜力巨大，是非常值得跨境电商企业投入人力

物力去深耕的“蓝海市场”。 
2.4 发挥优势积累开发国内市场 
面对出口市场的需求下滑和竞争白热化，跨境

电商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其在产品供应链优势和电商

营运经验积累的优势，积极开拓国内电商市场。国

内疫情控制得力，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保持稳定增长，

特别是国内的内容型社交电商发展迅猛。从传统电

商转型到内容型社交电商，大部份企业都是从新的

起跑线起步，所以大多数国内电商竞争同行的“先

发优势”不是特别明显，国内“新业态”电商的发

展日新月异，给市场新入局者提供很多机遇，国内

市场的积极开拓，将有力地缓解跨境电商企业因国

外市场销售额下滑所面临的经营压力。 
2.5 适时提升和巩固的物流“重点局部”优势 
为应对全球疫情给跨境电商物流带来的不利影

响，跨境电商企业应该积极巩固和升级自身在物流

链条上的优势，在物流方面的投入力度应当结合企

业的规模实力和未来规划。对于综合实力较强的规

模性企业，可以积极布局在重点部份国家的海外仓，

包括海外中转仓和海外运营仓，通过精准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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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适当提升热销商品在海外目的国家的仓储量，充

分发挥海外仓在订单配送时间的优势，以优异的物

流派送效率来提升买家体验。通过充分发挥海外仓

优势，提升与海外目的国家本土同行商家的竞争力，

抢夺市场份额。 
对于综合实力较弱的中个企业，受资金流动性

和各方面资源所限，虽无法像规模性企业一样通过

加强重点国家的海外仓布局来提升物流优势，但也

可寻求在物流链上的某一个节点集中发力，比如把

营销资源集中于某一个重点国家，借助第三方海外

仓服务商的服务，只增加在该国家的海外仓商品储

备，或是借助于综合电商平台所整合的跨境电商出

品“优选仓”资源，所谓“优选仓”，一般是指跨

境电商平台企业所构建的跨境出口物流升级服务，

在某些边境城市建设出口储备仓库，鼓励跨境电商

商家企业在此进行商品储存，一旦有订单，跨境电

商平台将通过快捷的报关及出口流程，以最短的时

间把商品派送给国家消费者，这种“优选仓”的解

决方案，即可以避免中国企业在国外仓库的大量商

品囤积滞销风险，又能获得比传统直发模式上更快

捷的跨境物流派送时间，不失为中小企业提升跨境

物流优势的战略布局。 
2.6 建立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 
跨境电商企业必须要客观又全面评估营运过程

中的各种风险，提升风险意识，相应地建立起风险

防范和风险管控治理机制。做为跨境电商出口企业，

除了要承担一般的电商企业所面临的一般性风险之

外，其出口业务模式带来了更多的涉外营运风险，

如汇率变动风险、海外库存滞销风险、国外专利侵

权风险、跨境物流风险等，全球疫情肆虐带来的各

种不利影响本身也是属于一种典型的风险事件，但

它也会加剧企业各方面的其它涉外营运风险，不可

避免地给所有企业的风险预警和风险防范能力带来

挑战。企业管理层首先要在意识层面上充分重视风

险防范，其次是要具备识别各种风险的认知能力，

特别是要充分认知各种隐秘性较强但又危害较大的

事件性风险，如电商平台的违规风险和知识产权风

险，再次对各类风险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

和应对预案，并执行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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