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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cross-border electricity suppliers data and analysis,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Alibaba and Astor cross-border electricity suppliers, deeply fel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lectricity suppliers,
four major bottlenecks to be solved. For cross-border business, data and the prospects although very beautiful, but deep inside
engaged in this industry will quickly find, practitioners can truly benefit from these data in a molecule, there does not seem to be
so simple as it looks, cross-border explosive growth of online shopping,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ross-border logistics
transportation, warehousing, distribution, cross-border settlement servi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very severe test, and
subsequent after-sales, returned goods, cross-border credit, risk and highlighted gradually, become the bottleneck problem of
cross-border business development. To make cross-border electricity suppliers industry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the need
to address the four major bottlenecks and related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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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文章通过大量的跨境电商数据及分析研究，通过与阿里巴巴和阿斯特跨境电商的合作，深切感受到目前跨境电
商的发展，亟待解决四大瓶颈问题。对于跨境电商来说，数据和前景虽然很美，但深入进去从事这一行业会迅速发现，
从业者是否能真正成为这些数据中受益的一分子，似乎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跨境电商的爆发式增长对网购、国际贸
易、跨境物流运输、仓储配送、跨境结算等服务，提出了极为严峻的考验，以及其后的售后、退换货、跨境电商信用、
风险等问题逐渐凸显，成为制约跨境电商发展的瓶颈问题。要使跨境电商行业健康稳定的发展，亟待解决四大瓶颈问
题以及相关配套问题。
关键词：
关键词：跨境电商，国际贸易，通关结汇，物流运输

1.引言
1.引言
自2014年以来，跨境电商进口试点正如火如荼，今
年6月10日利好再出，发自中国国务院《关于促进跨境电
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促进跨境电商

健康快速发展，用“互联网+外贸”实现优进优出，有利
于扩大消费，推动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升级，打开新的经
济增长契机。
从跨境电商交易额的角度来分析，2012年，中国外贸
进出口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进出口贸易规模最大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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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而其中跨境电商贸易增长更加迅猛。2013年，中国跨
境电商交易额达到了2.7万亿元，同比增长29%，超出同期
传统贸易总额发展速度5倍以上。2014年，中国跨境电商交
易规模为4.2万亿元，增长率为35.48%，占进出口贸易总额
的15.89%。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2015年，跨境电商将占
世界贸易总额的30%～40%，在此后的几年里，这一比例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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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继续攀升，到“十二五”时期末，中国跨境电商交
易额占进出口总值的比例将达到16.9%，据商务部测算，
2016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将从2008年的0.8万亿元增
长到6.5万亿元，占整个外贸规模的19%，年均增速接近30%。
而根据艾瑞的预测，2017年中国跨境电商规模将达到8万亿
元，平均增速超过26%，行业无疑处于高速增长期。

图1 2010-201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及跨境电商交易规模。

图2 2010-2017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进出口结构。

让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2013年7月24日，ebay旗下
的在线支付平台PayPal发布了首份全球跨境电子商务报
告，2013年，其全球跨境电商交易额预计为1050亿美元，
未来5年内有望增长近3倍，达到3070亿美元。其五大跨
境电子商务目标市场对中国商品的网购需求在2013年预
计达679亿人民币，至2018年，这一数字预计将翻两倍，
激增至1440亿人民币。报告同时显示，移动跨境网购市
场规模的增速高于整体跨境电商市场规模的增速，仅美
国单一市场的移动跨境网购消费总人数，将在2018年超
过2500万。美国尼尔森公司还针对美国、英国、中国、
澳大利亚、巴西、德国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来
自这六大市场的9370万消费者，通过跨境电商消费了约

1050亿美元。其中，中国消费者跨境在线采购的规模高
达351.9亿美元，从事跨境电商的公司约20万家。据权威
机构统计，2014年度，约有75%的海外采购商使用在线外
贸平台进行采购，约84%的海外采购商会在未来1～2年内
增加使用这种在线采购方式进行进口的预算，采购方式
已经逐渐向在线方式转变，倾向于小单多频与定制化。
从这些分析和数据可以看到，新的消费需求推动了企业
的变革，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的跨境电商的经营模式，
来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
对于跨境电商来说，这些数据确实看上去很美，但深
入进去从事这一行业的人会迅速发现，从业者是否能真正
成为这些数据中受益的一分子，似乎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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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的爆发式增长对网购、国际贸易、物流运输、仓
储配送、跨境结算等服务，提出了极为严峻的考验，以及
其后的售后、退换货、跨境电商信用、风险等问题逐渐凸
显，成为制约跨境电商发展的瓶颈问题。通过与阿里巴巴
和阿斯特跨境电商的合作，我们深切感受到目前跨境电商
的发展，亟待解决四大瓶颈问题。

2．一是境外“
一是境外“好商好货”
好商好货”的货源问题很难控制
和解决
在这个以流量和销量为王的网络世界里，境外“好商
好货”的货源是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的，而往往做网店就
是卖的一个信息不对称，只要是投资者所处城市的实体零
售终端没有批量上架该类产品，投资者就可以选择周边的
批发市场进货，省去路费不说，即使更换货物也很方便。
在非跨境电商模式下，投资者货源多数来源于集散地进货、
批发市场采购、品牌代销。但是这些采购模式对于跨境电
商而言，都有实现上的巨大差距。在中国国内许多城市，
都有一些大型的商品批发市场或集散地，那里有不少物美
价廉、品种齐全的商品，也不乏著名品牌，在这种模式下
与供应商接触相对比较容易，也便于沟通和商议，比如退
换货事宜，如果出现质量问题时也能顺利解决。做得好的
品牌代销不需多少资金投入，不用准备仓库，不用负责物
流，不用给商品拍照，可以从商家那拿到很好的商品图片，
更容易吸引买家。但品牌代销正因为这些优点，也使得利
润相对缩水，只能赚取代销差价。另外，有些个人网店直
接从网上品牌代理商那进货，作为品牌产品的三级、四级
代理商，由供应商直接发货给客户，很难对商品的质量、
库存和售后服务进行把握和控制。

3．二是单件小批量网购与国际贸易大宗货物进
口通关的问题，
口通关的问题，包括通关手续流程和物流运
输配送等问题
去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实施支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
出口有关政策意见的通知》。今年7月份，国家海关总署
发文，明确对跨境电商的监管原则，如规定企业应提交货
物清单，采取“清单核放、汇总申报”方式办理进出境货
物报关手续。国家政策的扶持，行业发展的迅猛，使得很
多传统企业纷纷涉足跨境电商这一领域，但是具体实施过
程中，涉及到的政策更新、资质审核时，其配套资源匮乏、
流程繁琐等问题，让很多企业感觉到应该能办但确实不好
办。同时也催生了一些专业的机构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跨
境电商服务，服务包括提供跨境仓储、海外仓储、报关、
海外转运及海外代购等业务。
随着人们海外购物需求的逐年递增，大量散装商品以
邮政小包、航空小包的形式通关，但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
跨境电商的通关规则，如果还是以传统外贸通关方式申报
通关，不仅直接影响跨境电商的交易效率，也大大增加海
关的监管难度。中国目前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是委托报关机
构代理通关，其本身并没有进出口经营权，而跨境网络零
售没有报关单，无法申报出口退税和进口纳税，而且如果

发生退货或返修则直接视为进口，要缴纳进口关税，这对
毛利本来就很低的出口电商企业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跨境物流没有任何一家物流公司能在全球每一个地
方都做到最好，全球各地物流环境千差万别，海关情况也
不一样，在这些实际运营过程中，很多时候要靠长期积累
的实际数据去理解在什么样的国家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全球物流系统流程不是为跨境电商所量身订制的，需要各
跨境电商去适应。而目前在邮政包裹占据七成份额的情况
下，跨境电商物流依旧存在种种弊端，这些弊端是当下平
台经营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单件小批量网购与国际贸易大
宗货物运输的矛盾还将长期存在，亟待解决。

4．三是跨境电商的交易信用和结算问题，
三是跨境电商的交易信用和结算问题，包括
交易安全和外汇及汇率问题
国际支付是跨境交易的重要环节，由于涉及到外汇
资金收付和相关结汇业务，安全性一直被交易双方所关
注。目前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支付方式为以银行转账、
银联汇款、国际信用卡为代表的传统线下支付工具和以
PayPal为代表的互联网支付工具。随着人们网购习惯的
养成与移动终端的普及，国际贸易形式将由B2B迅速向
B2C和C2C转化，线上支付和移动支付也必将成为未来跨
境电商的主要变革趋势。但跨境支付的发展也伴随着风
险不确定性增加，从而对支付企业在安全性和风险把控
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国内电商领域，由支付
宝、财付通和银联电子支付组成的第三方在线支付市场
格局已基本形成，三样支付方式占据了84.44%的中国国
内市场份额。2013年，上海自贸区成立后，陆续有22家
第三方支付企业获得了跨境电商外汇支付业务的试点牌
照。支付宝除了与万事达合作共同建立反盗版、反欺诈
的安全风险管理机制，进一步降低阿里巴巴跨境B2C业务
欺诈率之外，还将业务迅速拓展到移动支付端，与中国
支付通达成合作，在东盟、日本等国推广支付宝钱包的
当面付业务（包括二维码和条形码支付）。
有数据表明，有90%的消费者担心跨霁交易的安全性，
在跨境电子支付服务中，信用安全风险往往是由于交易对
象没有履行约定承诺或者擅自单方面毁约造成的，而网上
交易时买卖双方都有可能不遵守诚信原则。也没有一部成
熟的和统一的跨境信用标准，来应对虚拟网络用户信息的
真实度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消费者及银行不能及时和充
分地了解交易对象的信用情况。由于用户在注册时可能使
用虚假信息，在交易过程中可以使用匿名交易，这就导致
跨境电商交易和资金流向无法审核和监管，为犯罪集团提
供了便利。并且各个国家的信用标准不一致，这也大大影
响了跨境电商的健康发展。

5．四是跨境电商退换货和售后服务问题解决困
难
在中国国内电子商务因为信用安全问题还在顾虑之
际，跨境电商也出现了诸如假冒伪劣产品、侵犯知识产权
等问题而被海关扣留事件，而一些中国国内知名外贸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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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也发生了信用欺诈事件。跨境电商交易是通过互联网
完成的，商品实体及质量如何？买家单凭网络根本无法知
道，万一由于质量或运输问题导致消费者对商品不满意，
却因为跨国交易各种限制使得自身的利益无法维护，从而
造成消费者对跨境电商企业的不信任。“恶名市场”是美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06年提出的一个名词，从2011年2月
起，该办公室开始对外发布详细的名单。此举旨在“提高
公众意识，并指导相关的贸易执法行动”。目前已经是第
三次发布了。该名单中汇集了全世界最“臭名昭著”的侵
权和假冒伪劣产品市场渠道，显示这些市场和公司在美国
主流商业市场中的声誉。与北京的秀水街、义乌的小商品
市场等著名的仿冒产品集散地一样，多家中国互联网公司
曾经名列这份不光彩的名单中。2011年2月，该名单第一
次发布时，百度、淘宝和91.com都榜上有名，当年的10
月份第二次名单发布，淘宝继续榜上有名，百度和91.com
已从名单中被剔除，搜狗（音乐）、狗狗则新进入了名单。
如今，淘宝和搜狗终于离开了这个“恶名市场”，但腾讯
旗下的拍拍入选、迅雷及狗狗也继续榜上有名，这种办法
一定程度上可以逆制商品质量的原头，但无法根除跨境电
商退换货和售后服务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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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
6.结论
[12] 蔡晶，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分析及建议，[J]，商业经济
研究，2015年12期。

要使跨境电商行业健康稳定的发展下去，亟待解决以
上四大问题，并需建立和完善跨境电商的配套体系，支持
跨境电商企业在海外建供应商仓库，对货物转仓和越仓信
息要便于客户查询，同时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建立和统一管
理中国国内保税区仓库，打击非法走私和经营，对跨境电
商企业的运营进行实质性扶持和监管，将进出口贸易与跨
境电商完美的结合起来，实现跨境电商“好商好货”两步
走的方式，即进口货物在中国国内建供应商保税区仓库，
网购征税，走中国国内电商流程，出口货物在中国以外国
家建供应商保税区仓库，网购退税，走国外电商流程，从
而实现跨境电商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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