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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子商务视角下国际物流供应链管理模式研究 

杨金魁 

天津普联智予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 

【摘要】传统的物流供应链管理工作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企业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为建立新型

的物流供应链管理提出了挑战。电子商务视野下的全球物流供应链管理研究，能够协助中国企业形成适应

现代发展要求的国际物流供应链的新组织结构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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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raditional logistic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work mode, has been unable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modern enterprises and market econom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logistic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has posed challenges. The research on the global logistic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mmerce can assist Chinese enterprises to form a new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model of the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supply chain that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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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对公司与顾客双方的关

系管理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同时，为能在全球市场

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公司需要通过相应的举措增

强公司的竞争能力。公司物流供应商的竞争开始全

球化，公司所采用的营销手段越来越合理化，由此

来确保竞争力持续地得以增强。公司利用对知识、

资本、信息流的管理与控制，来进行公司的运营管

理，达到公司与外界的和谐关系，以此获得最大的

经济利益与效益，所以，供应链管理是公司发展中

不能缺少的关键内容。 
1 跨境电子商务视野下国际物流供应链特征分

析 
1.1 供应环境比较复杂 
尽管现代电子商务发展的速度相当快，但从总

体上来看还没有完善，特别是在发展国际贸易所面

临的复杂时间差和产品物流条件，使得电子商务信

息的传输中呈现滞后性情况，这一情况的存在也只

有在中国得到反映，而其他发达国家依然面临这个

情况，只是由于各国家在实施物流管理上采取的制

度不尽相同。[1] 
1.2 信息技术不够均衡 
各个国家之间受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力量以及

政治体制等各种因素影响，也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物

流产业的电子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特别是随着现代

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电子信息技术已成为了物

流产业发展的主要基础，所以想要形成全球物流供

应链模式，就离不开电子信息技术的影响。 
1.3 管理制度标准不够统一 
在国际电子商务的持续蓬勃发展背景下，物流

供应链问题仍然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最主要因素就

是由于区域局限，从而使得国际物流配送的途径受

到了制约，再加上市场竞争环境以及海外物流产业

营销等各种因素影响，更加加剧了国际物流供应链

问题，此时，就应该强化国际物流配送业务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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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增强电子商务国际竞争力的同时，推动中国

电商实现可持续发展。 
2 跨境电子商务贸易下的国际物流管理存在的

问题 
2.1 物流配送成本问题 
用户对国外电商产品消费感受的差异，也受到

了跨国物流模式的影响。随着跨国快递业务的发展，

必须负担大量跨国税收、网站技术建设费和快递费

等，而这种税费越高，则用户的消费体验效果就越

是不理想。当然，跨国交易中也会存在商品被退换，

从而导致金钱和时间成本大量流失的问题。[2] 
2.2 物流配送交货时间问题 
时效周期也是跨境交易商品配送的不可控因

素，但由于国外物流信息通常都是集中发送，可以

利用这个形式来减少卖家的成本。这种集中发货的

形式是因为物流集中时通常会发生商品损失等情

形，而欧美等地的物流道路相对顺畅，因此一般耗

时比较短，而在巴西、非洲等国家或地区则可能要

较长时间，这样就会降低了用户的消费体验效果，

从而申请了退货业务，处理退货业务不但提高了生

产成本，并且将时间大大延长了。 
2.3 跨境电子商务贸易物流体系问题 
电商已逐渐成为大众消费的首选方式，阿里、

京东、苏宁等著名电商公司正逐步完善跨国交易配

送系统，但跨国支付还是面临一些问题，即付款方

式无法做到全球统一，这已成为制约电商实现跨国

交易无障碍的关键性原因。 
2.4 跨境物流供应链配送信息不对称 
物流业务在完成跨国物流配送流程中，包括境

内运送与境外物流两个阶段。因为中国国内的物流

配送信息系统与发展技术有一定的差距，使得产品

物流配送信息系统无法和实际物流配送进程相吻

合，对物流配送资源也无法进行高效集成，往往会

影响公司的整体收益。同时，产品物流配送信息系

统的不对称还会导致商品是否签收的确定等问题，

从而损害生产厂商和快递公司的声誉。一旦电子商

务领域不能处理跨境交易的不对称问题，物流和电

商的数据将不能进行融合，所以，电商领域的跨境

交易需要在电子商务领域搭建协作性平台和互联网

信息数据基础。 
2.5 跨境贸易的海关问题 

商品的跨国配送往往必须受到国内贸易和境外

海关的严格审查，而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电子商

务的卖家也常常会规避我国的监管规定，报低了产

品的实际售价，以减少商品的配送成本。尽管这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产品的物流成本，但是常常由于

报少或是错误报价而遭到海关扣押，进而影响商品

物流。如果当海关将商品扣押，将无法在规定的时

限内将商品配送给消费者，从而遭到用户起诉，危

害公司的声誉。 
3 国际物流对现代供应链管理的要求 
所谓的企业指的是围绕企业而建立的物流配送

系统，主要是指物资企业、生产厂商、仓库、流通

渠和供应企业及货物分配的各个单位的构成。在企

业实施管理中，需要对供应链上的各个环节进行统

筹规划、协调控制，才能确保顾客对商品信息有更

准确的了解，从而实现降低成本，达到最大经济效

益的目标。在目前企业供应链运作中，商品信息和

物品的价格如果出现上升的趋势，就会为与供应链

有关的公司提供巨大的经济收益。[3]在电子商务发

展背景下，世界经济一体化会对公司的一切商业活

动产生深远影响，对顾客的要求也将会随着社会和

市场经济发展而日益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要求也

产生了多样化。国际间公司的竞争将会转变为在供

应商管理方面的竞争，同时公司也会越来越注重于

对供应商的科学管理，以期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整体

竞争力，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3.1 重视非价值增值成本的重要性 
在现代化的电子商务系统下，全球物流供应链

管理流程中的各个环节是可以同步进行的。对各供

应商的原物料储备必须实行集中管理，才能最大限

度地降低仓储成本的费用。此外，在配送过程和运

输流程之前，也要做好统一的规划管理，在实施科

学合理的组织，以提升配送流通速度的同时，做到

尽量少的运输成本开支。在国际物流供应链管理流

程中，对各个环节中的除价格增值以外的成本费用

管理也是非常重视的。 
3.2 重视及时生产理念的贯彻 
在电子商务体系下的全球配送供应链依赖的则

是企业的准时生产。供应链系统中的原料提供者、

生产厂商、产品销售者必须共同建立统一的商品制

造与流动计划，唯有如此，方可保障整个供应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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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运行。也因此，随着全球物流业的蓬勃发展，

对供应链中各个环节的有效生产模型的建立也越来

越重视，而有效生产理念也需要在整个供应链管理

流程中进一步落实，这也是全球物流供应链管理模

式达到科学化的重要前提。 
3.3 重视价值链思想在供应链管理中的运用 
在整个物流供应链中，公司都能够透过特定的

运营活动获取经济价值，其中物流在整条价值链中

所占据的地位也是十分关键的。公司通过实施价值

链理念对公司自身的物流供应商实施管控，从而从

根本上减少了运营成本，提高了产品效益，这都有

助于公司实力的增强。 
4 跨境电子商务视野下的国际物流供应链管理

模式构建 
4.1 国内物流供应链市场的构建 
①改进与优化物流供应链下的企业组织结构和

运营流程，对企业组织结构和运营流程实施现代化

改造，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企业物流供应链效益，

这一效果的达到离不开企业内部组织的互相协调与

紧密配合，同时企业在改进公司内部组织架构时也

要保持空间与时间的同步，根据当前市场经济发展

的情况，主动转换管理观念，充分认识到物流供应

链在开展跨国物流交易中的重大意义，同时依据市

场经济发展变动状况和国际形势要求，判断公司的

经营目标，进而对自身经营管理过程进行改进与完

善，从而使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得以进一步

增强；②培育优质的国际物流供应链管理人才，人

力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而国际物流

供应链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优秀人才在这里起到

的重要作用，在人才上企业应把发展重心放到信息

获取能力上，以便于企业更好地掌握市场情况和用

户的实际需要，并制造符合多元化消费需要的商品；

③电子技术在全球物流供应链上的企业都来源于各

行各业，在不同企业间实现紧密协作，从而达到企

业联合发展，主要就是依赖于电子技术，从而使得

不同企业之间能够实现无障碍的沟通与互动，这也

是建设全球物流供应链上的关键点。 
4.2 国际物流供应链下跨境企业之间展开密切

合作 
①积极改变物流企业经营观念，因为国内市场

经济环境和国外市场情况有所不同，特别是海外市

场竞争的剧烈，要求物流企业中的企业必须增强参

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要从大局考虑，发挥自己的企

业特色，并积极借鉴其他国外物流公司的发展优势

和先进技术经验，在进一步增强企业实力的基础上，

取得了一定国际市场占有率；②合理分配利润，在

全球物流供应链平台上，所有公司无论信息或者利

润都要求实现资源共享，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公司和

集团间的共赢；③产品集群化，通过建立全球物流

供应链管理模式，把所有公司产品整合起来，不但

能够增强全球竞争力，还可以促进公司经营向着更

为科学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4.3 延伸和拓展国际物流供应链 
随着我国参加国际贸易的公司数量日益增加，

中国公司在整个全球物流供应链中占有的市场份额

将会日益提高。不过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仍然不是

全球物流供应商的主导，在认识这一问题的前提下，

通过加大商品制造与营销，以及进一步拓展商品物

流途径，才能使中国在全球物流供应商中的影响力

进一步增强，并将建立属于中国自身的物流企业，

掌握全球的企业话语权。而且，随着当前国内电子

商务企业的日益成长，中国公司更应该放长远目标，

促进中国电子商务全球化贸易发展，完成全球电子

商务供应链的横向延伸与扩展。 
4.4 编制供应链管理计划 
国际物流供应商管理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建立

国际供应商管理工作的详尽规划，并利用现代化的

国际信息网络，通过对公司的国际供应商管理系统

数据库进行浏览，可以获取有关其制订规划的所有

信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销售商与供货

商之间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一个比较详实的产品编

制规划，而经销商在制定产品营销规划时，不但要

全面掌握顾客的实际需求，而且还要根据自己的实

际库存等信息加以制定。厂家的产品规划中，要以

配送规划与营销策划两项工作相结合，所获取的信

息可以完成规划的编制，而供应商的产品供应规划

则要依据生产的运转计划、产品供应能力等信息加

以制定。 
4.5 实现核心企业相对的集权化 
在全球的企业经营活动中，市场需求极易受到

全球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这就需要物流公司充分

运用信息网络手段，将各类市场情况利用计算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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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传送到各企业，企业才能随着需求变动进行计划

编制。核心企业必须继续实施高度集权，这样才能

管理和协调企业中的多种利益，这种方式是应对市

场发生巨大变化时最有效的管理措施。 
4.6 建立供应链合作的伙伴关系 
合作伙伴关系也是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

的环节，为了建立全球供应链模式需要积极处理并

经营好公司内部与对外的各项合作伙伴关系，建立

健全企业发展观，与企业竞争对手建立良好协作与

竞争管理，合理使用企业资源，建立具有公司发展

特点的管理理念与公司文化，促进公司高速发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电子商务产业的不断发展

壮大，使得更多的企业迈向全球，但为了增强并保

持全球竞争力，公司必须意识到物流供应链的价值

与意义，同时对管理模式与运营加以优化，与跨国

公司开展合作，拓展企业的物流供应链，促进中国

电子商务贸易的平稳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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