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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中国外贸进出口持续向好。据海关统计，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

进出口1.69万亿元，增长了31.1%。跨境电商正成为稳外贸的重要力量，超万家

传统外贸企业触网上线、提质增效，跨境电商成为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的首选和外

贸创新发展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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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需求量上升

“2020 年我们的跨境电商出口额达 13 亿
元，预计 2021 年可以达到 16 亿元。”浙江某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该公司从
2014年开始进入跨境电商领域，2018年开始
做跨境电商出口，近年来保持了 50%以上的
高速增长。

这只是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发展的一个例
子。据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
长李魁文介绍，作为新兴贸易业态，跨境电
商在防疫期间进出口贸易额出现了不降反升
的迹象。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
1.69万亿元，强势增长31.1%，其中出口1.12
万亿元，增长40.1%，各项指标均创新高。

当前，全球消费者正在主动或被动地将
消费行为转移到线上，跨境电商平台成为消
费者采购的重要渠道。受疫情影响，海外许
多工厂处于半停产状态，海外消费者对“中
国制造”的需求上升，电子产品、日用品等
受到海外消费者的青睐。海关数据显示，
2020年中国出口笔记本电脑等“宅经济”产
品2.51万亿元，增长8.5%。

对于海外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中国卖家
快速响应，利用国内制造业供应链的成熟和
完整度优势，灵活调整自身产品，实现了逆
势增长。“我们隔壁有个工厂，原来是生产家
用灯具。防疫期间他们开始生产紫外线消毒
灯，这个灯在海外卖得特别好。”中山市一名
LED厂商称。

亚马逊全球开店企业购亚太卖家拓展负
责人杨钧对此深有感触：“防疫期间，很多
卖家开拓了很多新的业务机会。”她指出，
疫情导致的居家隔离产生了新的需求，除了
医疗用品，包括蓝牙耳机、网络摄像头、升
降桌、办公椅等在内的远程办公品类有显著
增长。

“海外仓”大大节约成本

“疫情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某跨
境电商负责人介绍，疫情发生以来，国际航
空数量锐减，跨境电商遇到了物流配送慢、
成本上升、退换货和清关难等问题。

在此情况下，国家出台一系列利好政
策，给跨境电商平台和商家注入了“强心
针”。2020 年，中国与 22 个国家“丝路电
商”合作持续深化，双边合作成果加速落
地；国务院新批复成立46个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扩大到 105 个；海关
总署增设“9710”“9810”跨境电商B2B出口
贸易方式，推动通关便利化。目前多地的跨
境电商综试区正继续推进关于跨境支付、电
商平台、物流公司等多个产业链的政策利好
措施。

海外仓模式成为众多跨境企业的新选
择。“物流时效实现了从 25到 30个工作日甚
至一个半月，向七日达、三日达、一日达跃
升；区别其他物流渠道，海外仓帮助我们节
省了 20%的物流成本；产品破损率降低的同
时，买家服务体验和店铺好评率直线上升。”

敦煌网户外骑行用品卖家 Roy 介绍，截至
2020 年，海外仓占到公司总量的 80%，布局
海外仓的产品业绩销量增长了3倍以上。

疫情加速了数字化新外贸趋势，技术创
新为出口赋能。例如，阿里巴巴国际站通过
线上展会、音视频洽谈等模式，以及智能化
的翻译、报关、物流、退税等服务，拉近买
卖家之间的跨国距离。“我们既要解决商家精
准获取订单的问题，还要确保国际运输、跨
境支付等环节的畅通。”阿里巴巴国际站总经
理张阔表示。

迈进“精耕细作”阶段

“中国商品不仅物美价廉，产品设计也很
出色，很多科技产品都好用。”一位经常购买
中国产品的海外消费者赞叹道。

随着出口跨境电商的不断发展，越来
越多的中国商品走向海外，全球消费者的
需求也不断升级。经历了快速成长、野蛮
生长、产能调整之后，中国出口跨境电商
行业迎来了库存改善、经营稳健的新发展
阶段。

亚马逊日前发布《从新业态到新常态——
2020中国出口跨境电商趋势报告》，总结出中
国出口跨境电商发展的五大趋势：卖家地域和
类型更多元、全球布局加速、品牌意识增强、产
品创新提速、响应能力升级。

“中国出口跨境电商行业和卖家经历了
从‘野蛮生长’到‘精耕细作’的演变。
出口跨境电商成为中国外贸的重要支持力

量，并正从外贸‘新业态’成为外贸‘新
常态’。”亚马逊全球副总裁、亚马逊全球
开店亚太区负责人戴竫斐表示，中国卖家
在做全球业务的时候，要有全球视野和本
土化的思维。

戴竫斐认为，一方面，多元化的发展
可以为未来打造更好的发展基础，中国卖
家 除 了 发 展 美 国 、 欧 洲 、 日 本 等 成 熟 市

场，也可以进一步走入很多新兴市场，比
如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另一方面，中国
卖家需要了解本地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
以消费者作为出发点，做好产品的差异化
设计，更好服务本地消费者购买的需求，
同时也要了解各个国家不同的贸易法规和
产品法规，在合规的基础上获得更健康、
持久的运营。

捷汇 （Xe.com） 是加拿大的在线外汇交易服务公司，通过
网站、移动应用程序和其他在线渠道提供汇率信息、国际转账
和其他货币相关服务，其最出名的是在线货币兑换应用程序。
马克·莱德沙姆 （Mark Ledsham） 是该公司首席执行官。

马克·莱德沙姆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得会计和金融
荣誉学士学位，并于2004年获得特许会计师资格，期间还凭借
不错的外形出演过电影。马克·莱德沙姆拥有多年的公共实践经
验，在私营和上市的国际公司都曾工作过。

在加入捷汇公司之前，马克·莱德沙姆曾在麦格理集团工
作，负责战略投资部门的财务管理。2008年4月，马克·莱德沙
姆加入英福外汇 （OFX），担任首席财务官，并于 2014 年被任
命为商业服务主管。加入英福外汇后，马克·莱德沙姆逐渐建立
了一个强大的财务控制框架，并与其他部门合作推动公司的战
略发展，在业内取得突出成绩。

2017 年 10 月，马克·莱德沙姆正式加入了捷汇公司，担
任首席税务官。捷汇总部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早在 2013
年，独立排名网站 Alexa 就已经将捷汇列为全球流量排名前
500 位的网站。据了解，截至 2016 年，其提供的服务每年就
已吸引超过 2.8 亿的访客。除了提供各种免费的在线货币工具
外，捷汇还允许访问者查看任何世界货币的实时汇率，并提
供免费的历史图表和汇率表、货币百科全书、旅行费用计算
器和外汇新闻等。

由于在捷汇公司表现出色，马克·莱德沙姆于2019年1月被
正式任命为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随后，马克带领着团队为个
人和企业提供快速、简便、安全的资金转账服务，并辅以全面
的货币数据服务，包括货币兑换器、市场分析等。

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马克·莱德沙姆说：“我们的愿景是
增强客户的国际活动能力，在情感上把捷汇与消费者和企业客
户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必须真正了解企业及其核心价值观，
制定战略品牌定位，并努力实现企业制定的各项目标。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舞台越来越受青睐

据悉，国际化是 《创造营 2021》
的一大特色，该节目将目光转向国际
市场并非偶然。近年来，青年“国潮
热”、日韩艺人在中国寻找发展市场等
现象层出不穷，彰显了中国在世界流
行文化舞台中的重要地位。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欧美
日韩的大众流行文化伴随着改革开放
大规模进入中国，之后，这些被海外
流行文化塑造的一代青年开始远赴异
乡，进入日韩娱乐工业接受训练并努
力打拼。可以说，直到 21 世纪前十
年，中外之间流行文化和相关人员的
流动几乎都是单向的。

而从 2014 年开始，许多在日韩工
作的中国艺人纷纷归国发展。今年腾
讯视频 《创造营2021》，更是围绕国际

青年文化交流这一核心主题，从嘉宾
选择、赛制设置到舞台设计等多个方

面，都更加注重多元文化价值和本土
文化自信的表达。例如，在 《创造营
2021》 中，海外学员和马在舞台上演
唱了中文歌曲 《水星记》，海外学员近
田力丸在表演时选用了中国风的曲目
进行舞蹈呈现……《创造营 2021》 中
这些外国优秀青年在中国汇聚的场
景，展现了中国流行文化海外“圈
粉”新阶段的到来。

为流行文化注入新活力

近些年来，外籍职业人士通过跨
国流动的方式到中国生活、就业已经
变成非常普遍的现象。正如 《创造营
2021》 中日本学员庆怜所说的：“我们
从世界各地来，包括日本、古巴、西
班牙、弗吉尼亚、夏威夷等，现在都
选择了来中国。”

文化强国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是看
一个国家是否建成了有强大吸引力的
文化创意中心，是否成为多元文化和人
才汇聚融通的区域，进而成为孕育全球
新文化的土壤。《创造营2021》的立意正
在于此，来自不同国家的学员，在中国
进行文化与专业交流，最终节目将选出
多个能够彰显年轻态度的正能量青少
年，组成一支国际化的男子组合。

多 样 性 是 创 新 的 基 石 。 文 化 自
信，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出海，更是在
全球流行文化创新中的“中国声音”
为世界注入的活力。“各美其美，美人
之美，美美与共”，《创造营 2021》 提
供的国际化舞台，值得期待。

互联网大咖秀互联网大咖秀

出口增长四成 规模创历史新高

跨境电商增长势头猛跨境电商增长势头猛
本报记者 乔 彩

《创造营2021》学员在舞台上表演。 《创造营2021》官方微博供图

《创造营2021》开播

融合中国元素 打造潮流文化
王洪喆 刘纯懿

腾讯视频自制综艺《创造营2021》近日开播，在累积了前三季“创造营”系列的海外良好

关注度基础上，将视线从国内青年文化进一步转向国际青年文化交流的舞台。90名来自中国、

日本、泰国、俄罗斯等不同国家多才多艺的学员在节目中交流合作、携手进步，最终将组成一

支“中国造”的面向国际市场的男子组合。

2月9日，一趟满载41个集装箱饰品、箱包、手机周边产品等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 （西安），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
团有限公司西安西站新筑车站缓缓驶出，为欧洲消费者带去来自中国的“新春礼物”。 张丹华 钟翰林摄

工人在浙江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内分拣包裹。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近日，5G数字城管驿站在浙江杭州下城区投入使用，让不少在春
节期间不能回到家乡的留杭环卫工人通过该城管驿站内5G设施实现向
家人“云”上拜年，缓解他们的思乡之情。

在今年春节期间，外卖小哥、快递员、停车收费员等所有留杭的外
来务工人员都可进入 5G 数字城管驿站休息，在喝杯暖和的热水之时，
还可免费使用5G设施，向远方的家人进行“云拜年”。

据了解，5G数字城管驿站实现了5G通信网络、休息场地等多方面
的升级，还配备了必要的消防、医疗急救等服务型设施设备。

图为2月10日，环卫工人从位于杭州下城区的5G数字城管驿站前
走过。 龙 巍摄 （人民图片）

5G数字城管驿站亮相杭州 马克·莱德沙姆：

用情感联系企业与消费者
海外网 吴 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