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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几 年
来，随着中国跨

境电商的高速发展，
消 费 趋 势 已 经 悄 然 改

变。一方面，跨境电商让海外
消费迅速突破地域的限制，扩展

到全国数亿电商用户，成为拉动消费
升级和推动消费均衡的重要手段。同
时，大量的中国品牌正在快速走向全
球，在更广阔的市场中塑造自己的影
响力。从目前数据来看，中国消费者
面对跨境电商呈现出越来越理性的消
费特性；而中国商品在走出国门的道
路上则需要抱团出海，用中国品质和
中国品牌赢得更多来自全球的喝彩。

中国消费者在跨境电商中的消费
行为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从京
东的消费数据分析看，跨境电商的消费
人群和地域都在迅速扩展。最早开始
试用海外购的是“高知”“高收入”“高消
费”人群，近3年相对重视性价比的“小
白领”的复合增长率达到116.8%。从年
龄段分析，“90后”占比连年上升，他们
在未来几年可能接棒海外购的下半场
成为消费主力。同时，三线以下市场的
跨境电商消费增长迅猛。

母婴用品、美妆个护、医药保健
是海外购最受欢迎的 3 大品类，属于
进口商品的“刚需”，而城市级别越
高，“刚需”品类消费额占比越低。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消费者对
海外商品的诉求点和行为特征呈现出

理性消费特点，目标导向、理性决策
占比越来越高。调研也证明，品质、
性价比、口碑是用户海外购的三大决
策因素。

中国消费者在面对国外商品时越
来越理性，那走出国门的中国品牌在
国外消费者的心目中又是什么形象
呢？以京东平台在“一带一路”相关
国家的销售数据为例，手机、电脑和
网络产品、电子配件是最受海外市场
欢迎的中国商品；近两年，智能产
品、汽车配件、运动户外、美容健康
成为海外销售占比增长最亮眼的品
类。

在推动中国品牌走出国门的过程
中，我们发现，单打独斗的中国品牌
面对每个国家大相径庭的市场环境、
政策法规更显得力不从心。

面对这些挑战，抱团出海、利用
平台的力量成为一条行之有效的路
径。以京东的实践为例，严格和规范
的商品门槛、对知识产权的缜密审核
让出海的商品真正代表中国品质，通
过平台更提升了中国品牌在面对国外
零售渠道时的议价能力，同时，专业
性的政策法规服务和地域文化融入缩
短了中国品牌进入市场的时间。

对消费者多年的跟踪分析表明，
成熟的电商用户会越来越相似，在消
费品类结构、品质关注度、服务关注
度上呈现出更多共性。因此，无论是
希望通过跨境电商走向中国的国际品
牌，还是筹划出海扩展市场的中国品
牌，骨子里还是要练好品质、品牌和
服务这些“内功”，这样才能赢得更
多的认可。

（作者为京东数据研究院院长）

“买全球” “卖全球”

“您的快递到了。”伴随着快递小哥的敲门声，北京的韩
先生收到了他在跨境电商平台上购买的来自厄瓜多尔的白
虾。手指一点，线上下单，足不出户，快递送货上门，韩先
生连连感叹：“几个小时就送到了，还是国外的特色商品，真
是方便啊！”

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智利的车厘子、墨西哥的牛油
果、阿根廷的红虾、菲律宾的芒果干……这些原本距离遥远
的外国食物如今不再“稀奇”，它们成为中国进口商品中的

“爆款”，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除了食物，世界各国的特色产品，如斯里兰卡的锡兰红

茶、尼泊尔的菩提手串、埃及的棉制品、捷克的水晶制品、
缅甸的翡翠玉石、保加利亚的玫瑰精油等等，现在都能在跨
境电商的平台上方便买到。

仅在京东平台上，就有超过5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商品通过电商走进了中国。同时，中国商品也在源源不断
销往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泰国、埃及、沙特阿拉伯等54
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年度中国出口跨境电商
发展报告》显示，中国跨境电商发展势头正盛，出口仍占主
导地位。2017 年，中国出口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 6.3 万亿
元，同比增长14.5%，出口跨境电商卖家品类主要分布在3C
电子产品、服装服饰、家居园艺、户外用品、健康美容、鞋
帽箱包等。目前中国跨境电商平台迅速发展，主要有B2B类
和B2C类两种。前者如阿里巴巴国际站、TOOCLE3.0（生意
宝）、中国制造网、大龙网、敦煌网等；后者则有全球速卖
通、eBay、亚马逊、兰亭集势、米兰网、跨境通等。这些平
台成为中国和全球商家的中介，有效促进了资源的全球流通。

“在数字经济红利下，跨境电商绝不只是商品买卖，而是
新型的服务贸易，是数字化贸易的典型体现。所以跨境电子
商务的产业生态，未来将是数字经济在全球化领域最重要的
支撑。”在今年 5 月召开的第二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高峰会
上，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邢悦这样描述中国乃至全球跨境电
商的未来。她说，当前，中国跨境电商的产业生态，已是全
球化贸易领域的重要支撑。大量的中国网企在帮助“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铺设基础设施，这包括物流、普惠式金融等。
到2020年，中国的跨境电商有望能服务全球20亿消费者。

曾经，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
印刷术，推动了世界科技和文明的进步。如今，高铁、支付
宝、共享单车和网购被称作中国的“新四大发明”。而跨境电

商作为“新四大发明”中的一种新模式的电子商务，不仅极
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也颠覆了传统的供应链，正在塑造
全新的世界贸易体系。

1682亿元，这是去年“双十一”全球狂欢节创下的交易
额的新纪录。这其中离不开跨境电商的贡献。根据阿里巴巴
的数据，有 225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参与了这场狂欢，共产
生8.12亿物流订单，而当天售出的商品覆盖到全球52大核心
商圈、超 100万商家。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消费者和商家真
正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

新渠道 新平台

“如果你去俄罗斯、西班牙、荷兰这几个国家，在当地随
便找几个人问，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知道阿里巴巴速卖
通。”阿里巴巴速卖通原总经理沈涤凡自信地对同事说。沈涤
凡的自信源于跨境电商的巨大成就。

2017 年 4 月，成立 7 年的速卖通全球海外买家数累计突
破1亿。速卖通的第1亿个买家是一位来自智利的女孩，她在
速卖通为自己的父亲购买了一块手表作为礼物，价值约 260
元人民币。“一亿用户是什么概念？每 16个人中就有一个在
我们的电商平台上买过东西。而且这 1亿只是账户数，有不
少家庭一家人共用一个账户，实际的用户数应该更多。”

跨境电商为中国中小企业提供了方便快捷“走出去”的
平台。

“中国制造的产品不差，但过去这些中小企业没有能力去
接触海外的消费者，有些一两百人的团队，几乎没能力把品
牌销往海外，但现在通过电商平台可以很容易接触到海外的
消费者。”沈涤凡表示。

这一点，敦煌网创始人兼CEO王树彤深有体会。创立于
2004年的敦煌网是一家B2B跨境电商平台。目前，敦煌网的
业务范围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全部国家，订单量排名前
十的国家有俄罗斯、印度、以色列、新加坡、土耳其等等。
王树彤介绍，中国的手机和配件，电子产品，黑科技、新奇
特产品，包括 VR 设备、无人机、平衡车、电动车等很受欢
迎。

而阿里巴巴速卖通的触角也几乎覆盖了“一带一路”中
的全部国家，在俄罗斯、西班牙、乌克兰、马尔代夫等“一
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培养了大批“洋粉丝”。在俄罗斯，甚
至还诞生了“淘戈利克”，意思是“淘宝控”。

跨境电商体系打破了时空、地域、语言、文化等界限，
更为“一带一路”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以俄罗斯为例，电商体系改变了过去的海关报关系统。

曾经在俄罗斯，一个包裹从下单到收件需要60天。所有的商
品入关要先到莫斯科，再从莫斯科分拣发到其他地区，物流
效率极其缓慢，当地消费者一度联名给政府写信抱怨。在今
天，得益于海关大数据对接，大包裹无需各个开包检查，哪
个包裹装着什么商品、价值几何一目了然。从中国销往俄罗
斯的商品，均直接在当地分拣入关。

除了把国外的优质商品引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跨境电
商也在为中国中小企业出海创造更多的机会。

“这几年，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会向成本更低的地区
转移，这个趋势不可扭转。”沈涤凡认为，跨境电商是中国机
会所在，它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转型的平台，让那些具备一定
制造能力，具备自己设计能力的企业可以直接接触海外消费
者，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新标准 新模式

在跨境电商海外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中国的电商表现出了巨大
的兴趣，他们最迫切的合作意愿并非是获得更多的本地商品
出口，而是渴望学习中国发展电商的经验。

Kee lim女士是一位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咖啡零售商。2016
年 3月的一天，她在一场由中国电商举办的跨境电商培训课
上，光着脚激动地喊了起来：“非常感谢中国企业给她打开了
一扇全新的窗户。我从此知道了，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可以
将咖啡卖到全球，可以越过层层的渠道商，直接接触到终端
消费者，拿到很好的利润来改善生活，能够有钱去买自己喜
欢的鞋子。”

“相比于单向的商品出口，许多国家对中国怎么做电商更
感兴趣，我们与各国接触时，每个政府都有很有意思的问
题，问阿里巴巴怎么帮助中小企业跨境交易。”沈涤凡对此评
价称。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土耳其。2017 年 5 月 4 日，敦煌网
与土耳其商会及商品交易所联合会共同在京发起 DH-
gate-eWSF项目，敦煌网将为土耳其、阿塞拜疆、格鲁吉亚
等周边国家中小企业搭建电商平台，帮助实现线上交易。

“我记得签约的时候，土耳其一位市长一手拿着 PAD，
一手拿着土耳其出土的文物。他说，作为历史上商贸大国，
土耳其非常清楚互联网时代贸易的新机会已经来临了，他们
在摩拳擦掌准备前瞻历史机遇。曾经土耳其在古丝绸之路时
的商贸非常繁荣兴旺，但是他们错失了中间 200年的工业时
代，但这个时代不能再错过了，他们要像中国一样抓住机
遇，振兴昔日的辉煌。”王树彤说。

中国的跨境电商模式不仅走出去传播，更吸引了许多海
外华人回到中国“取经”，学习研究中国电商的成功经验。

2018年 6月 1日下午，来自 20多个国家的海外华文媒体
代表团来到位于北京市亦庄的京东集团总部调研。作为一家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2017年7月，京东入榜《财富》全球500
强，位列第 261位。近年来，京东其先进的物流系统和运营
理念，正在逐渐走出国门。京东也正在以一个电商的平台身
份连接起“网上丝绸之路”。

13 公斤重的无人机 Y1 专门为农村地区送货，已经在清
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投入使用的 2 代智能配送车，
规模宏大的无人仓库和工作井然有序的智能搬运机器人
AGV……建立在人工智能基础上的京东物流将中国社会化物
流成本降低了 70%，社会化物流效率提高了 2 倍以上。其运
送的大件和中小件包裹覆盖100%的中国大陆行政区县，自营
配送覆盖中国 99% 的人口。

“我对京东的乡村物流非常感兴趣。”意大利的《欧华联
合时报》总编辑吴敏对本报记者说，“以前我们把报纸送到乡
村，成本太高，也很难寄达。现在使用无人机配送这样一种
方式，不但解决了农村快递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还大
大降低了报纸的运输成本。”

中东网络电视台台长曲小兵认为：“中国的电子产品、科
技产品代表着中国智造的实力，这些产品也是在中东国家颇
受欢迎的中国产品之一。中国商品物美价廉的优势，注定会
支撑中国品牌在海外市场的崛起。因此，各大品牌借助京东
这样的平台抱团出海，更有胜算。”

对此，王树彤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在中国
跨境电商经验的基础上出发，不用从零开始。这体现了中国
合作共享、互利共赢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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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前，一条丝绸之路从当时的
长安出发，向西延展，连接了整个欧亚大
陆。鉴古知今。今天，中国的跨境电商也
已经率先出发，搭建起一条网上丝绸之
路，将中国企业的优质商品向全世界出
售，同时把国外的优质商品引入中国，为
商人们开启了互联网跨境贸易的大门。

跨境电子商务，是“网购”时代向境
外扩散的一种表现形式，被称为“网上丝
绸之路”。今天，传统的与现代的通商渠
道，正纷纷与互联网结合，实现了“互联
网+”的再创业，跨境电子商务就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诞生。

“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大、最
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地带。这些沿线各
国地区间将实现优势互补、资源有效整
合，扩大彼此间的经贸合作。跨境电商有
望凭着全球化、网络化、便捷、直接等优
势，成为国内外贸发展新的增长点，从而
对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起到非
常重要的作用。

5月21日，“长安号”中欧班列首开跨境电商物流专
列。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2018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上的中外客商。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智利邮政物流中心，工作人
员分拣来自中国的包裹。 豪尔赫摄 （新华社发）

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智利邮政物流中心，工作人
员分拣来自中国的包裹。 豪尔赫摄 （新华社发）

市民在河南郑州郑欧班列进口商品展示中心购物。
新华社记者 朱 祥摄

市民在河南郑州郑欧班列进口商品展示中心购物。
新华社记者 朱 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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