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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要点： 

1. 出口外贸+互联网，跨境电商市场空间大。传统贸易下滑的

环境下，出口跨境电商逆势增长，2011-2015 年复合增长率超

30%；跨境电商去中间化模式创新，政策完善、通关效率提高、

配套设施成熟等助推跨境出口电商进一步发展，凭借“中国制

造”性价比优势与跨国网购市场红利，跨境市场发展可观。 

2. 从电商发展、全球市场增量分析看好出口 B2C。出口 B2C 增

速持续位于出口电商之上，复合增速超 35%，大幅领先其他零

售形式，2020年全球跨境 B2C市场预计达 3.4万亿美元，目前

出口 B2C正处行业稳定前的爆发期，大卖家纷纷抢先资本化。 

3. 跨境 B2C生态系统：①产品环节，品类由目前的 3C、服装为

主向多品类拓展；市场北美进入品牌竞争，新兴市场流量驱动；

卖家多区域拓展、创品牌、强供应链、差异化选品。②渠道环

节，平台方面，卖家多平台布局，第三方平台规则依赖性强，

垂直独立站的产品、市场、供应链管理尤为重要；流量方面，

站内流量看品质，同时流量向外争夺，社交营销势头强。③ 物

流环节，跨境物流链条长、专业性强、4 种方式可选择，需构

建跨境物流整体解决方案，大卖家自建物流系统进行对接；2017

平台方、卖家、物流厂商全方位布局海外仓。④ 支付环节，基

于平台的第三方跨境支付蓬勃发展。⑤ 服务环节，跨境电商服

务市场尚处起步阶段，发展空间巨大，本地化服务是特色。 

4. 跨境电商发展已进入下半场。① 以史为鉴，淘品牌强者恒

强，电商服务正在崛起。后电商时代，流量步入红海，电商开

始寻求多元化发展，依赖网购红利的淘品牌整体没落，但细分

品类仍有出色商家，随着电商高速成长，电商服务业也在快速

崛起。② 跨境电商下半场向精细化、品牌化、服务化方向发展，

出口 B2C资本化进程加快，跨境大卖家成长空间比淘品牌更大。

平台方面，由小而杂逐渐向精而美过渡；卖家方面，供应链整

合能力与品牌化经营成为关键；服务商方面，平台自建服务商

与为卖家服务的厂商共存；资本化方面，目前我国跨境市场体

量尚小，国内淘品牌独角兽营收将达 50亿，跨境市场远大于此，

现在亿级规模以上的跨境卖家已纷纷资本化。 

5. 看好强品牌、强供应链管理、强资金壁垒的跨境电商企业。

在新三板挂牌企业中，建议重点关注品牌+亚马逊龙头厂商海翼

股份、全品类拓展+供应链管理强的有棵树、基于电子泛品类打

造品牌的傲基电商、基于服装品类打造柔性供应链的赛维电商、

三位一体跨境服务厂商价之链、跨境电商+跨境物流厂商波智高

远，关注自有品牌+F2C 厂商百事泰、自有服装品牌厂商择尚科

技、电商综合服务商爱淘城、Pad 品牌产品电商万方网络。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环境下滑、全球贸易市场变化、产业转型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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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口贸易+互联网，发展空间大 

跨境电商是指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通过电子商务的手段将

传统进出口贸易中的商品陈列、沟通洽谈及交易环节电子化，并最终

经过跨境物流方式递送商品、完成交易的一种国际商业活动，它是传

统国际贸易商务流程的电子化、数字化和网络化。 

跨境电商可按照货物流通方向分为进口跨境电商和出口跨境电

商，也可根据其业务模式分为跨境零售电商（B2C 及 C2C）和跨境

B2B 电商。 

1.1 中国出口总额增速放缓，出口电商仍高速增长 

1.1.1 出口总额放缓，全球份额仍持续上升 

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人口红利减少、出口产业升级尚需时日导致

外需不振，国内出口贸易面临诸多困难，自 2011 年起出口增速长期

性放缓，增速逐年走低，2015、2016 年甚至出现负增长，为-1.8%、

-2.1%。 

据世贸组织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可知，中国对外出口贸易占世界

出口总额的比重是逐年上升，从 2001 年 4.3%稳步上升到 2015 年的

13.4%，即使 15 年中国出口总额出现负增长，但相对全球出口量占比

还是正增长，中国在全球贸易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010 年以

来中国对外出口总额一直位列世界第一，中国对外出口市场总量可观。 

图表1： 2000-2016 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增速  图表2： 中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排名 

   

资料来源：世界组织 中国统计年鉴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世界组织 中国统计年鉴 方正证券研究所 

1.1.2 传统出口贸易遇冷，出口电商仍逆势高速增长 

2011-2015 年，中国出口总值增幅不大，四年内只增长 14.5%，2015、

2016 年甚至出现负增长。但跨境电商近年来一直处在逆势快速增长，

2011-2015 年共增长接近 200%，出口电商渗透率持续上升。 

图表3： 跨境电商出口交易额、增速及渗透率 

图表4：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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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随着传统出口外贸更多被出口电商替代，跨境消费市场环境

更加成熟，出口电商渗透率将进一步提升，而中国出口贸易总量大，

跨境出口电商具有较大成长空间。 

图表4： 出口贸易负增长、出口电商逆增长原因 

原因 传统出口贸易负增长 出口电商逆增长 

1 国际经济形势低迷，外需不振 传统外贸转型 

2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迷 跨境电商比传统贸易缩短产业链条、减少成本 

3 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下降 平台逐步完善，体系较成熟，扩展速度快 

4 印度、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崛起 政策支持，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一带一路 

5 贸易保护主义干扰 国外跨境网络消费习惯逐渐培养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1.2 多重因素助推跨境出口电商逆势增长 

1.2.1 出口电商模式创新，逐步替代传统外贸 

（1）跨境出口电商是传统出口外贸替代 

跨境电商作为一种新型贸易方式，本质是传统业务类型在商业模

式上的创新，即“外贸+互联网”，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提高外贸效率、

降低经营成本、加强与境外企业的合作，适应商业模式由批发向零售

的转型，通过缩短中间环节提高收益留成。 

金融危机后国内外贸企业发展进入瓶颈，存在转型需求；跨境电

商压缩传统贸易环节，降低流通成本且提升效率；“中国制造“仍具

显著性价比优势。 

图表5： 出口跨境电商比传统外贸环节减少  图表6： 跨境电商贸易形态区别于一般贸易的变化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电商在线  方正证券研究所 
（2）传统出口贸易与跨境出口电商比较 

传统外贸出口到跨境电商出口最主要改变在于，出口电商跳过传

统贸易大量中间环节。传统出口：进口商—出口商—批发商—零售商

—消费者；跨境电商：B2B，B2 小 B，B2C，流程大幅压缩。出口电

商打通线下交易、支付、信息沟通阻塞，效率大幅提高，成本降低。

同时出口电商离消费者更近，能更了解客户需求做出相应的产品、营

销改进。 

图表7： 传统出口外贸与跨境出口电商对比 

项目 出口外贸 出口电商 

贸易环节 
环节复杂，涉及出口商、进口商、批发商、

分销商等多重外贸环节 

交易模式扁平化，省去中间商，缩

短中间环节，离消费者更近 

贸易模式 模式单一 模式多样，有B2B、B2C、C2C、M2C 

交易范围 受地理因素限制 交易全球性，无国界贸易 

成本、效率 
流程多，信息反馈慢，销售、交易线下，效

率低，成本高 

线上完善销售、交易，信息及时交

流，流程少，效率高，成本低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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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出口电商中的 B2C 模式与传统出口差异尤为明显，出口 B2C

去掉所有中间环节，直接面对海外消费者，满足海外消费者多元化、

碎片化的购物需求，同时直接把控 C 端客户，实时了解客户需求，为

研发和采购提供方向，实现产业链闭环。 

图表8： 传统出口外贸与跨境出口 B2C 对比 

模式 出口外贸 出口B2C 

生产模式 大批量，少频次 小批量，多频次 

销售模式 产品展会+多级分销 线上撮合+B2C 

物流模式 大批量、长时间 快速高效 

支付模式 传统支付，订单式 线上支付，数据+信用 

企业形态 大企业+代工工厂 小而美+研、产、销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  方正证券研究所 

 

 

 

 

 

 

 

 

 

 

 

 

 

1.2.2 政策红利释放期，配套条件日趋完善 

（1）出口电商受政策支持，行业环境向好，企业扶持力度大 

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与强力的政策支持密切相关，相比进口行业，

国家更多鼓励外贸企业通过互联网方式向国外销售产品，出口相关政

策扶持、促进作用更大。自 2012 年跨境电商开始试点后，国务院、

海关、商检、外汇、财税均出台相关的指导意见支持跨境电商的发展。 

从政策涉及的重点和环节来分类，我们把近年来出口电商相关促

进政策分为：总体政策、制度，环境、扶持政策，通关通检，海外仓，

支付汇兑，税收，从各方面逐一解决跨境出口核心痛点：通关难、退

税难、结汇难，跨境物流难，同时提供良好环境与扶持政策促进跨境

出口电商企业发展。出台的大部分文件主要强调完善政策、制度；支

持“海外仓”；培育跨境电商平台和企业。 

完善政策、制度：跨境电商自 2012 年开始试点后，海关、商检、

外汇、财税均出台了相关的指导意见支持跨境电商的发展，各部委出

台相关文件与措施去完善政策、制度，关键目标就是“提升跨境电商

通关效率”。 

图表9： 出口电商相关部门完善政策、制度的措施 

涉及方面 完善的措施 

海关通关 
海关监管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为提高通关效率，海关对跨境电商实行365天24小时保持服

务在线，并在2017年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实施全覆盖 

检验检疫 检验检疫流程不断简化，进一步普及质检“单一窗口”和负面清单 

税收体系 出口税收体系不断优化，落实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退税或免税政策 

支付汇兑 
支付结算限制不断放宽，国家外汇管理局在近几年出台相关文件规范跨境支付，进一步

放宽外汇限额，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更加便利化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支持“海外仓”： 跨境电商“海外仓”模式将成外贸发力点，鼓

励企业出口的“海外仓”站上政策风口。商务部 2015 年发布的《“互

联网＋流通”行动计划》提出，将推动建设 100 个电商“海外仓”。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扩大跨境电子商务试点，支持企业建

设一批出口产品‘海外仓’”。 

培育跨境电商平台和企业：跨境电商试点、综合实验区在全国范

围不断拓展，除 10 个跨境电商试点城市的推进，2016 年 1 月国务院

批准在天津等 12 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同时各跨境试点

城市纷纷出台文件扶持跨境电商企业，如成都给予经过成都跨境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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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平台验证交易额 5%资金补贴，单个企业补贴金额最高达 500

万；杭州对落户杭州的跨境电商企业，落户首年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超

过 1 亿美元、5000 万美元的，分别给予最高达 500 万、100 万的一次

性资金扶持。 

图表10： 近年来出口电商相关促进政策 

图表11：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表11： 近年来出口电商相关促进政策 

政策分

类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总体政

策、制度 

关于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

展对外贸易的若干意见 

积极发挥电子商务平台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加强政策支

持；努力提供优质高效的支付、物流、报关、金融、保险等配

套服务，实现“一站式”贸易 

关于实施支持跨境电子商

务零售出口有关政策的意

见 

1、监管：集中监管，清单核放、汇总申报方式办理通关手续；

2、检验监管：集中申报、集中办理相关检验检疫手续；3、支

持电商出口企业正常收结汇；4、鼓励银行、支付机构为跨境电

商提供支付服务；5、建立电商出口信用体系，严查处商业欺诈 

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

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 

1、加强电商国际合作；2、推进“单一窗口”，简化完善货物返

修与退运通关流程，完善通关与检验检疫监管模式，支持杭州

综合试验区先行先试；3、推动电商走出去 

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

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 

1、建立适应跨境电商特点的政策体系和监管体系；鼓励企业做

大做强；2、完善跨境电商进出境货物、物品管理模式，优化海

关进出口通关作业流程；3、跨境电商进出口商品集中申报、集

中查验、集中放行；4、继续落实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增值税、

消费税退税或免税政策；5、推进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

点；6、鼓励传统制造、贸易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平台开拓国际市

场 

政府工作报告 

1、扩大跨境电商试点，支持企业建设"海外仓"，促进外贸综合

服务企业发展；2、加快落实和完善政策，优化出口退税率结构；

3、全面推广 “单一窗口”，降低出口商品查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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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法（草案） 

1、鼓励促进跨境电商发展；2、建立适应跨境电商需要的监督

管理体系，提高通关效率，保障贸易安全，促进贸易便利化；3、

推进跨境电商进出口申报、纳税、检验检疫等环节电子化。 

环境、扶

持政策 

关于同意设立中国(杭州)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的批复 

杭州在跨境电商交易、支付、物流、通关、退税、结汇等环节

的技术标准、业务流程、监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设等先行先试，

形成一套适应跨境电商发展的管理制度和规则，为推动全国跨

境电商健康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关于同意在天津等 12 个

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的批复 

在天津、上海、重庆、合肥、郑州、广州、成都、大连、宁波、

青岛、深圳、苏州等 12 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实施

意见 

鼓励企业通过跨境电商拓市场、降成本、创品牌，对落户杭州

跨境电商企业，落户首年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超 1 亿美元、5000

万美元的，分别给予不超过 500 万、100 万的一次性资金扶持 

通关通

检 

关于进一步发挥检验检疫

职能作用促进跨境电子商

务发展的意见 

建立跨境电子商务清单管理制度；构建跨境电子商务风险监控

和质量追溯体系；创新跨境电子商务检验检疫监管模式；实施

跨境电子商务备案管理；加强跨境电子商务信息化建设 

海关总署关于调整跨境贸

易电子商务监管海关作业

时间和通关时限要求有关

事宜的通知 

海关将对跨境电商实行 365 天 24 小时保持服务在线，为跨境电

商办结海关手续，并在周六日仍照常审核发货。 

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 
上海试验基础上，启动广州、北京试点，2017 年改革在全国进

行全面推广实施，有望在 2017 年达到全覆盖效果。 

海外仓 

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

若干意见 

鼓励企业在海外设立批发展示中心、商品市场、专卖店、“海外

仓”等各类国际营销网络 

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

优势的若干意见 

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企业通过规范的“海外仓”等模式，融入境

外零售体系 

“互联网+流通”行动计

划 

鼓励电商企业建设海外仓打造境外物流体系，推动建设 100 个

电商海外仓 

支付汇

兑 

支付机构跨境电子商务外

汇支付业务试点指导意见 

在上海、北京、重庆、浙江、深圳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

试点 

跨境电子商务外汇在线支

付许可 

支付宝、财付通等 17 家第三方支付机构成为首批获得跨境电子

商务外汇支付业务试点资格的企业 

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

务试点指导意见 

1、试点资格申请全面放开；2、网络购物单笔交易限额由等值 1

万美元提高至 5 万美元；3、备付金收付允许轧差结算；4、合

作银行不再限制数量；5、信息申报小金额汇总录入 

税收体

系 

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

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规定电商出口企业增值税、消费税退（免）税政策的条件 

关于进一步优化外贸综合

服务企业出口货物退（免）

税管理的公告 

加快建立与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相适应的管理模式，推进外

贸综合服务企业试点工作，进一步优化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出口

货物退（免）税管理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2）物流、支付配套环节日趋完善 

跨境物流环节：物流成本过去一直跨境出口电商支出较大的环节，

同时存在配送时间长、包裹无法全程追踪、不支持退换货，清关障碍、

破损甚至丢包等问题。用中邮小包或香港小包到俄罗斯和巴西等地，

普遍送达时长为 40-90 天，通过国际 e 邮宝，发往欧美货物一般是 7-12



                                     
 

研究源于数据 15 研究创造价值 

[Table_Page] 新三板-行业专题报告 

 
天送达，极大考验海外用户耐心。 

 

图表12： 出口电商物流模式对比 

模式比较 海外仓 第三方物流 直邮 

物流方式 在目的地国建立仓库 

多为合作模式 

由第三方提供的海外仓

或独立商业物流 

邮政小包、DHL、新加坡

专线等物流 

优点 提升物流效率 

提供退换货等服务，适合品牌商 

节约人力成本 

只需要负责提供货物 

柔性物流体系 

缺点 需要当地建立团队 

或与当地第三方合作 

成本较高 国家众多 

手续繁琐 
 

资料来源：物流指南  方正证券研究所 

 

 

 

 

 

 

 

 

 

 

 

 

 

通过对比美国消费者跨境购买中国摄像头采用的直邮和海外仓

两种模式，海外仓低价、送达迅速、退换货方便优势明显。 

图表13： 美国消费者跨境网购中国摄像头两种物流模式比较 

模式比较 直邮 海外仓 

运费 120元 60元 

用时 15天 2天 

体验 消费体验差 退换货方便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海外仓适合数码、小电器、中高档服装，而我国跨境电商出口品

类 3C、服装占比大，是比较适用于我国出口电商企业。目前海外仓

从国家到地方的支持政策纷纷出台，海外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不

完全统计，我国超过 200 家企业在境外设立海外仓，数量超过 500 个。

地区分布上，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地区，美国、英国、德国、澳大

利亚、俄罗斯、加拿大、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日本等；形式上以

租用仓为主，自建仓较少；数量上呈快速增长趋势，2014 年后设立的

海外仓占一半以上。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的企业走出去设仓数量

最多。随着海外仓铺设的增多，跨境物流价高、速度慢、后期追踪难、

便利性差等难题将会逐渐化解，将大力促进国内产品售往境外。 

跨境支付环节：早在 2013 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就针对跨境电商外

汇支付尝试开放业务试点，以此免除传统跨境支付业务需要线下反复

跑柜台的繁琐手续。2014 年 2 月，上海自贸区跨境人民币业务全面落

地，明确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流程和业务；同年 10 月，国务院常务会

议决定进一步开放和规范银行卡清算市场，2015 年 1 月外汇局出台 7

号文，进一步推进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的试点，目前共有 23

家支付机构获跨境支付牌照。 

从事跨境电商支付业务的支付机构其业务内容主要有国际信用

卡收款、海外本地化支付工具收款和境外第三方电商交易平台收款这

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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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 跨境出口电商支付类型 

图表15：  分类 类型简介 

国际信用卡

收款 

国际信用卡和海外本地化支付工具是跨境电商出

口独立站主要收款方式。获 VisaQSP 和 MasterCard 

PF 资质认证的支付机构帮助商户面向持有 Visa、

Master、JCB 和 AE 等境外信用卡的消费者进行收

款。目前 Visa、Master 的用户超过 20 亿，遍布全

球。 

海外本地化

支付工具收

款 

出口独立站主要的收款方式，指支付机构帮助跨境

电商出口独立网站对接国外支付工具例如俄罗斯

的 Yandex. Money、Qiwi、Webmoney，德国的

Giropay,巴西的 Boleto,荷兰的 iDeal,西班牙的

teleingreso 等。 

境外第三方

电商交易平

台收款 

中国商户从亚马逊等平台收款，分为两种情况：一

种是规模较大的企业在海外注册公司，开设企业海

外银行帐号进行收款；而对于只有中国公司的企业

来讲，一般需要 DTAS 帝塔思、Currencies Direct、

Worldfirst、Payoneer、PingPong 等跨境支付服务商

帮助开设虚拟海外银行账户进行收款。 
 

资料来源：雨果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5： 出口电商平台第三方支付机构收结汇业务流程图 

 资料来源：易观 方正证券研究所 

1.3 跨境出口的核心：“中国制造”价廉物美，跨国流量尚处蓝海 

目前中国跨境电商出口国主要分为欧美等发达国家（欧洲、美国、

日本、韩国）与发展中国家（巴西、俄罗斯、东南亚等），对于发达

国家，中国主要依靠产品极高性价比赢得市场欢迎，而对于发展中国

家，则主要是由于产品输出国国内电商市场还尚未成熟，流量成本较

低，处于跨国流量红利期。我们认为，未来欧美等发达国家仍有产品

输出机会，同时东南亚、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具有巨大开

发潜力。 

1.3.1 “中国制造”性价比全球领先，产品优势输出全球 

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中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工业总产值世界第

一，品类齐全，产品性价比高。据德勤 2016 年调查，中国制造业竞

争力指数在全球排名第一，产品输出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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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6： 2016 年全球国家/地区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排名 

排名 国家 指数评分 排名 国家 指数评分 

1 中国 100 11 印度 67.2 

2 美国 99.5 12 瑞士 63.6 

3 德国 93.9 13 瑞典 62.1 

4 日本 80.4 14 泰国 60.4 

5 韩国 76.7 15 波兰 59.1 

6 英国 75.8 16 土耳其 59.0 

7 台湾 72.9 17 马来西亚 59.0 

8 墨 西

哥 

69.5 18 越南 56.5 

9 加 拿

大 

68.7 19 印尼 55.8 

10 新 加

坡 

68.4 20 荷兰 55.7 

 

资料来源：德勤  方正证券研究所 
 

中国工业总产值是美国 1.5倍左右，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早在 2010

年中国工业生产能力就已超美国，成为全球制造第一大国，2014 年，

我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超 20.8%，连续 4 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国地

位。同时 2014 年我国制造业中已有 56 家企业（不包含港澳台）进入

世界 500 强，仅次于美国(130 多家)的第二大国。 

中国是世界唯一一个具备完善工业体系的国家，品类齐全。对外

贸易中，更完善的工业体系能减少工业配套生产成本，有利于生产质

优价廉的产品，加强国内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中国是世界

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 39 个工业大

类，191 个中类，525 个小类，可以生产出自身及全世界所需要的所

有产品。美国覆盖 94%产品，然后是俄罗斯、欧盟、日本。制造厂商

在中国半小时能完成的配套工作，其他国家可能需半个月。 

中国产品产量世界第一，工业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按照国

际标准工业分类，在 22 个大类中，中国在 7 个大类中名列第一。2014

年底，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超 20 万亿元，占全球比重 1/3，稳居世界

首位，在 500 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 220 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

第一位：汽车、纺织品、手机、鞋、集成电路、发电量、水泥、钢铁

等。且 

图表17： 2012 年中国工业产品产量占世界比重 

 资料来源：雨果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中国科技人力资源规模世界第一。截至 2014 年，中国科技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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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达 7490 万，研发人员总量 384 万人年，专利授权数量位居世界

第三，技能劳动者总量超 1.5 亿人，高技能人才超 3700 万人， 

中国产品性价比高。中国是贸易大国，且近年来出口份额连续位

列世界第一，“Made in China”标注的商品早就被全球范围所熟知。

凭借其整体制造业规模优势、完善的工业体系，众多科技人力资源及

较低人力成本，中国的产品极具竞争力。据 BCG 咨询报告显示，中

国制造业成本指数是位于中低水平，比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成本指数都

要低，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国产品是具有价格优势，价廉物美，

同时“中国制造”质量也再不断提升。相比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发

展中国家，中国的整体科技、工艺、研发等能力是领先的，产品质量

更优、更先进。对比来看，中国产品是极具性价比。 

图表18： 2014 年全球制造业成本指数（美国=100） 

 资料来源：BCG  方正证券研究所 

 

 

 

 

1.3.2 跨国互联网流量整体尚处红利期，助力中国产品输出海外 

（1）新兴国家互联网渗透率低，属较大跨国流量红利国 

发达国家电商发展水平普遍较高，互联网普及率上升空间窄，跨

国流量红利期较短，抢先登陆的出口大卖家可较早获取尚存红利，后

续红利衰退快；而发展中国家电商市场尚未成熟，互联网普及率上升

空间大，发展潜力巨大，红利期较长，如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

市场国家，本土电商力量偏弱，而互联网普及率正迅速提升，处于流

量红利期，获取用户较易，是跨境电商着力开拓的新“蓝海”。 

2010-2014 年，俄罗斯电商市场平均每年增长 40.2%，2015 年 B2C

规模达 7600 亿卢布，但网购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到 3％，中国网

络零售总额占比已突破 10％，俄罗斯互联网普及率已达 70%，但网购

占总人口不及 30%，俄罗斯电商市场具有较大增长潜力。  

印度人口已接近 13 亿，并预计 7 年内人口数将超中国，成为全

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印度 2015 年互联网普及率不及 30%，网购人

数占比更低，印度市场人口红利巨大，有望成为继中国之后的又一个

电商大国。 

巴西是拉美第一大经济体，全球人口第五，GDP 全球第七，是近

年来拉丁美洲电商兴起的主要市场，吸引不少国际电商巨头关注。在

Internet Retailer 研究的全球 TOP500 电商企业中，有 299 个在巴西开

展业务。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的全球前十大网

购用户大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属于发展中国家，其余都为

发达国家。巴西人均网购开支最低，仅为 376 美元；德国人均网购开

支仅占人均国民收入最低，仅为 2.7%；印度网购人数最少，占网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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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比例也最小，仅为 6.2%。 

图表19： 2015 年全球电子商务市场网购人数排名前十国家 

图表20：  

国家 
网 购 人

数（亿） 

网民人数

（亿） 

人均网购 

开支（美元） 

人均国民收

入（美元） 

B2C 规模（亿

美元） 

人均网购开支占人

均国民收入 

中国 4.13 6.88 1508 7380 6230 20.4% 

美国 1.66 2.84 3072 55200 5110 5.6% 

日本 0.57 1.15 1994 42000 1140 4.7% 

德国 0.41 0.71 1270 47640 520 2.7% 

英国 0.38 0.6 4539 42690 1740 10.6% 

巴西 0.33 1.32 376 11760 120 3.2% 

俄罗斯 0.30 1.02 756 13210 230 5.7% 

法国 0.26 0.55 2916 43080 720 6.8% 

韩国 0.22 0.43 2120 27090 480 7.8% 

印度 0.22 3.54 891 1610 200 55.3% 
 

资料来源：UNCTAD  世界银行  Internet Live Stats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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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网购、互联网用户、智能手机普及率低于中国 

类型 国家 
活跃网购用户

（每百人） 

互联网用户

（每百人） 

智能手机用

户（每百成

人） 

人 口

（亿） 

人 均

GDP（美

元） 

收入水平 

发
展
中
国
家 

中国 37 50.3 58 13.69 7925 中等 

俄罗斯 30  73.4 45 1.4 9202 中等 

巴西 36  59.1 41 1.99 8539 中高等 

印度 14 26 17 11.66 1582 中低等 

菲律宾 21  40.7 22 0.98 2899 中低等 

越南 24  52.7 35 0.87 2111 中低等 

印尼 14 22 21 2.4 3346 中低等 

泰国 18  39.3 46 0.66 5816 中等 

马拉西亚 37  71.1 65 0.28 9766 中等 

墨西哥 24  57.4 35 1.11 9009 中等 

南非 23  51.9 37 0.49 5692 中等 

沙特 25  69.6 87 0.29 20482 中高等 

埃及  35.9 29 0.83 3615 中低等 

尼日尼亚  47.4 28 1.49 2640 中低等 

波兰 44  68 41 0.38 12494 中高等 

土耳其 33  53.7 59 0.77 9130 中等 

阿根廷 37  69.4 48 0.41 12623 中高等 

发
达
国
家 

美国 56 74.6 72 3.07 55837 高收入 

日本 40  93.3 39 1.27 32477 高等 

韩国 62  89.9 88 0.49 27222 高等 

英国 64  92 68 0.61 43733 高收入 

法国 49  84.7 49 0.64 36248 高等 

德国 63  87.6 60 0.82 41219 高收入 

西班牙 44  78.7 71 0.41 25832 高等 

意大利 39  65.6 60 0.58 29847 高等 

加拿大 49  88.5 67 0.33 43249 高收入 

澳大利亚 51  84.6 77 0.2 56328 高收入 

香港 39  84.9 86 0.1 42423 高收入 

阿联酋 45  91.2 91 0.05 40438 高收入 

新加坡 46  82.1 87 0.05 52889 高收入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Pew Research Center（2015年）  UNCTAD  公开资料整理  方正证券研究所 
 

流量获取难度很大程度上与该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增速有关，与

互联网普及率的高低有关，据 We Are Social 报告显示，2016 年全球

互联网普及率均值为 46%，在全球均值以上的地区为北美（88%）、

西欧（83%）、大洋洲（68%）、东欧（64%）、南美洲（60%）、东亚（54%）、

中东（53%），均值以下的地区为中美洲（44%）、东南亚（41%）、中

亚（40%）、非洲（29%）、南亚（27%）。目前全球互联网普及率不到

50%，全球电商市场仍具巨大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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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1： 世界各地区互联网普及率 

 
资料来源：We Are Social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22： 2015 年各国互联网基础设施比较 

图表23：  
 

国家 
人 口

（亿） 

人均 GDP

（美元） 

拥有电脑的家庭

（每百个） 

固定宽带互联网 

(每百人） 

安全互联网服务 

（每百万人） 
LTE覆盖率（%） 

中国 13.69 7925 49.6 18.56 10 76 

印度 11.66 1582 14.1 1.34 7 49 

美国 3.07 55837 87.3 31.53 1650 81 

印尼 2.4 3346 18.7 1.09 8  

巴西 1.99 8539 53.5 12.24 77 52 

尼日尼亚 1.49 2640 9.8 0.01 3  

俄罗斯 1.4 9202 72.5 18.77 126 55 

日本 1.27 32477 80 30.49 971 90 

墨西哥 1.11 9009 44.9 11.65 39 61 

菲律宾 0.98 2899 27 3.4 14 43 

越南 0.87 2111 22 8.14 15  

埃及 0.83 3615 50.8 4.52 5  

德国 0.82 41219 91 37.19 1763 56 

土耳其 0.77 9130 55.6 12.39 67  

泰国 0.66 5816 29.5 9.24 30 56 

法国 0.64 36248 81.5 41.34 809 51 

英国 0.61 43733 89.9 37.72 1383 53 

意大利 0.58 29847 72.5 23.8 289 57 

南非 0.49 5692 23.4 5.25 130 60 

韩国 0.49 27222 77.1 40.25 2320 97 

阿根廷 0.41 12623 65.1 16.08 63 51 

西班牙 0.41 25832 75.9 28.31 362 59 

波兰 0.38 12494 77.9 19.47 547 61 

加拿大 0.33 43249 85.1 36.41 1309 76 

沙特 0.29 20482 67 12.01 54  

马拉西亚 0.28 9766 67.6 8.95 104 55 

澳大利亚 0.2 56328 80.4 27.85 1461 75 

香港 0.1 42423 80.4 31.94 904 86 

阿联酋 0.05 40438 89.3 12.81 355  

新加坡 0.05 52889 87.5 26.45 932 8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OpenSignal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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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上对线下的取代尚处于深化期  

电商的兴起与房租人工价格上涨将给传统零售带来冲击，而中国

相比全球其他国家较早进入线上电商冲击线下的阶段，过去几年零售

电商渗透率快速上升，传统零售业增长受阻，利润一再被压缩，经营

惨淡，上市零售企业净利润总额逐年下滑，很多上市零售企业甚至进

入了负增长，整体实体零售业更是冲击严重，线下关门潮不断。 

据联商网统计，2015 年上半年中国主要零售企业(百货、超市)共

计关闭 121 家，2014 年共计关闭 201 家门店，较 2013 年关闭 35 家，

同比增长 474.3％，创历年之最。2015 年仅服装行业，10 个品牌关店

超过 1 万家，其中波司登 5053 家，李宁上半年关 1200 家，百丽 167

家，安踏 40-140 家，美邦 3 年关店高达 1500 家。 

 

图表23： 中国网络零售占社零总额情况  图表24： 上市零售企业经营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方正证券研究

所所 

 资料来源：问财财经搜索  方正证券研究所 
于此同时，近年来美国线下实体店也正在受网购冲击，百货经营

困难，实体店纷纷关门。2017 年梅西百货宣布将关闭 68 家门店，而

希尔斯百货宣布将关闭 150 家门店（108 家 Kmart+42 家百货店），2017

年门店总数将下降至 1500 家，而在 2011 年这一数字一度高达 3500

家。从美国居民购物支出更能直接看出网络购物对实体店的冲击，网

络购物在美国居民购物支出中的占比逐年上升，而百货公司购物占比

则呈逐年下降态势。 

图表25： 美国居民购物情况  图表26： 2015 年美国线下店分布 

 

 

 资料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方正证券研究所所  资料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方正证券研究所 
十年前美国主要实体零售店市值曾一度高达 4000 亿美元，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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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亚马逊市值仅 175 亿美元。不过截至 2017 年 1 月 3 日，亚马逊市

值高达 3581 亿美元，超过美国主要上市实体零售店约 2978 亿美元的

总市值。亚马逊的狂飙突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尔斯百货市值从 278

亿美元狂跌至 11 亿美元，跌幅高达 96%。美国大型连锁百货公司杰

西潘尼的市值也从 181 亿美元跌至 26 亿美元，跌幅高达 86%。 

相比中美线上电商对实体的冲击，全球许多国家这一过程才刚刚

开始，据 eMarketer 统计的全球各国网络零售占社零总额比显示，中

国网络零售占社零总额比例世界第一，而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到 2016

年网络零售社零占比还不到 10%，线上网购对线下实体的冲击还尚处

于深化期，网络零售电商仍居较大的成长空间。 

 

图表27： 中国网络零售社零总额占比位列世界第一 

 

资料来源：eMarketer  方正证券研究所 

1.3.3 中国本土电商发达，出海寻蓝海市场 

2015 年中国在线销售超 6300 亿美元，已成为全球最大零售电商

市场，比排名第二的美国市场高出近八成。据 Internet Retailer 显示，

2015 年全球零售电商交易总额前 10 名公司中国占 4 位，美国 5 位，1

位日本，且前 10 大中中国公司总额是美国的 1.6 倍，中国电商竞争实

力全球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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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8： 世界 10 大零售电商占据全球一半以上市场 

 资料来源：Internet Retailer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国内电商发达程度全球领先，电商较早形成行业集中状态。B2C

电商已成红海，竞争格局已定，据艾瑞测算，国内 B2C 网购市场份额

的 80%已被天猫、京东占据，前五大电商平台 B2C 网购市场份额为

90%左右。国外市场激烈程度和行业集中度却不如中国，以美国为例，

美国电商激烈程度和行业集中度远低于中国。美国全球两大电商巨头

eBay 与亚马逊合计也仅占美国电商市场份额的 30%，剩下近 70%则

分散在传统零售巨头与中小电商之中。 

图表29： 2016 年中国 B2C 网购市场份额  图表30： 2015 年美国电商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艾瑞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US Census Bureau  方正证券研究所 

 

美国商业情报服务商 RJMETRICS 的数据进一步表明美国电商对

中小企业友好，及美国消费者选择的多样性与不迷信大电商品牌，

Alexa 网站上排名前 1-5 万中小电商占所有电商数量 51%，但收入占

到 63%。这与美国国内法制健全也有很大关联，消费者不用担心中小

电商的信誉、质量问题，也乐意从中小电商下单，同时这也意味着创

业公司进入美国电商市场并不会直接面临着巨头挤压，反而能从愿意

尝鲜的消费者中寻找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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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1： 美国前 1-50 万中小电商占总收入 63% 

图表32：  企业规模 Alexa排名 占电商总数比例 占总收入比例 

大型、中大型 1-10k 1% 34% 

中小型 10k-500k 51% 63% 

微型 500k-1M 48% 3% 
 

资料来源：RJMETRICS  方正证券研究所 

 中国 B2C 电商竞争已“白热化”，红利期已消退，同时国内网购

用户规模增速逐渐平稳，交易规模增速逐年下降，预计 2018 年网购

用户增速收敛至 6.1%；2017 年网购规模收敛至 15.0%，而国外竞争

相对理性，红利尚存。本土电商纷纷把目光瞄准海外市场，如京东的

海外毛利率可达 40-50%，而国内仅 15%不到。同时我们对比国内主

流 B2C 电商与出口 B2C 电商毛利率也可看出，国内主流 B2C 电商毛

利率基本不超 30%，而跨境出口 B2C 平均毛利率基本在 40%以上，

跨境通、傲基电商、百事泰近年来毛利甚至高达 50%以上。 

图表32： 2010-2017 年中国网购规模、增速  图表33： 2011-2018 年中国网购用户规模 

 

 

 资料来源：艾瑞 智研咨询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艾瑞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34： 国内主流 B2C 电商与出口 B2C 电商毛利率对比 

图表35：   企业名称 2013.12 2014.12 2015.6 2015.12 2016.6 

国内 B2C

电商 

唯品会 24.0% 24.9% 24.9% 24.6% 24.2% 

聚美优品 41.3% 39.5% 30.6% 28.8% 27.9% 

京东 9.9% 11.6% 12.6% 13.4% 14.7% 

当当网(退市) 17.4% 18.5% 15.0% 16.1%  

出口 B2C

电商 

跨境通   56.9% 55.6% 50.4% 

兰亭集势 43.5% 38.0% 35.7% 36.0% 37.0% 

傲基电商 49.5% 46.0% 49.0% 51.6% 58.1% 

海翼股份  38.6%  52.5%  

有棵树 60.0% 49.6% 51.2% 39.1% 36.3% 

赛维电商  58.3%  61.4%  

百事泰 40.0% 41.8% 60.1% 60.4% 65.7% 

价之链  30.7% 43.4% 45.4% 59.9% 

全球 B2C

电商 

阿里巴巴 74.5% 68.7% 67.4% 66.0% 62.6% 

亚马逊 27.2% 29.5% 33.4% 33.0% 36.1% 

eBay 68.6% 68.0% 69.8% 79.4% 77.8%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中国互联网用户只占全球互联网人口 1/5，较全球市场中国国内

市场依然较小，电商出海是潜在用户、潜在消费量的剧增。跨境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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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70.2%

66.1%

42.0%

32.4%

23.3%
19.2%

15.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网购规模（万亿） 占社零比例 增速



                                     
 

研究源于数据 26 研究创造价值 

[Table_Page] 新三板-行业专题报告 

 
B2C 较国内 B2C 行业尚存空间更大，而国外多数新兴市场仍处蓝海。

阿里巴巴、亚马逊、eBay 业务都是面向全球，其高毛利率也从侧面表

明电商出海可选择更多蓝海市场，因而带动整个公司毛利率的提升。 

 

2 出口 B2C：后起之秀，增长强劲 

B2C跨境电商是指B端通过电子商务将商品直接出售给不同关境

的 C 端的交易，并采用快件、小包等行邮的方式通过跨境物流将商品

送达个人消费者手中的交易过程。 

2.1 跨境出口 B2C 持续向好 

2.1.1 出口 B2C 增速超出口电商，占比逐年上升  

目前跨境出口电商的商业模式分为 B2B 与 B2C，据易观智库与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据综合显示，出口 B2B 过去至今一直是跨境

出口电商的主流交易方式，占比高达 89%以上，但也可看出出口 B2C

市场总额的增速持续高于出口电商增速，占出口电商总额比例逐年上

升，发展动力强劲，近年复合增长率超 35%。我们估算 2015 年中国

出口电商总额 4.5 万亿，其中出口 B2C 市场 4590 亿元，占出口电商

的 10.2%，预计 2017 年达 6760 亿元（占出口电商 10.7%），2015-2017

年复合增长率为 21.4%。 

 

图表35： 中国跨境出口 B2B/B2C 结构分布  图表36： 中国跨境出口 B2C 市场规模、增速 

  

 
资料来源：易观智库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易观智库 方正证券研究所 

2.1.2 跨境出口 B2B 与 B2C 模式对比 

B2B 模式主要分为信息服务平台（阿里巴巴国际站等）和在线交

易平台（敦煌网等）。信息服务平台主要是提供信息发布和撮合交易，

不在网上涉及任何交易环节，靠会员费和营销推广费获取收入；在线

交易平台主要实现买卖双方间的网上交易和在线电子支付，并衍生到

物流仓储、融资等配套服务，以交易佣金、会员费及增值服务费获取

收入。B2C 模式同样可分为以提供商家入驻的开放平台（eBay 等）和

自行采购并售给终端消费者的自营平台（兰亭集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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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7： B2B 与 B2C 模式对比 

图表38：  模式 平台分类 提供服务 盈利模式 物流方式 代表企业 

B2B 

信息服务

平台 

信息发布和撮合交易，不在

网上涉及任何交易环节 

会员费 +营销

推广费 类似传统贸

易，批量大，

运作成熟，物

流费用较低 

阿里巴巴国际站、中国

制造网、环球资源网、

聚贸、中国化工网、外

贸公社、MFG.com 

交易平台 

 

在线交易平台，实现买卖双

方间的网上交易和在线电

子支付，后期提供物流仓

储、融资等配套服务 

交易佣金、会

员费、广告费

等增值服务费 

敦煌网、易唐网、大龙

网 

B2C 

开放平台 

 

更多作为管理运营平台商，

提供商家入驻的平台 

交易佣金 +入

驻商家年费、

流量费 +增值

服务费 

高频次，碎片

化，单批品类

多，物流复杂

度和费用都

高 

eBay、亚马逊、阿里速

卖通、wd.cm、Wish 

自营平台 

 

自行完成采购，在平台上直

接销售给终端消费者 
商品差价 

兰亭集势、环球易购、

DX、找库科技、傲基电

商、海翼股份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方正证券研究所 

  

跨境电商是传统外贸加“互联网+”，脱下传统外衣变成时尚新经

济模式，但很多 B2B 跨境模式还停留在传统外贸形态中，只是交易场

所放在网络平台上，企业寻找目标生产商的方式也发生在网络。而真

正对制造企业带来逆袭和变化的是跨境 B2C 模式，让制造企业不费太

多气力和成本就成功把产品摆在了消费者面前，跨境 B2C 让很多没有

大品牌光环企业也能卖出爆款。另一方面，相比 B2B 模式，B2C 中

间环节更少，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能把控 C 端客户，实时获取用户

信息，这是 B2B 电商无法做到的。 

B2C 出口电商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1）利润空间大：面对终端

消费者，跳过所有中间环节，打造从工厂到产品的最短路径，赚取较

高利润；2）有利于树立品牌形象，将“中国制造”推广到最广阔的市场。

相较于大额贸易，小额的 B2C 贸易更为灵活，面向全球 2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市场空间巨大；3）精准把握市场需求：根据终端消费者的

需求，依托大数据，把握市场需求趋势，为客户提供最准确的定制化

的产品和服务。 

2.2 出口跨境 B2C 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2.2.1 全球 B2C 增量大，中国产品海外需求大，出口 B2C 前景可观 

目前全球跨境 B2C 市场规模增量大，增长迅速，跨境消费人口增

速大，前景可观。同时全球跨境 B2C 增速远超整体 B2C 等其他相关

指标，增长潜力最大，根据多家研究机构数据表明中国目前是跨境消

费者最常购物的商家来源地，中国出口 B2C 能较大享有全球跨境 B2C

市场红利，发展必大有可为。 

全球跨境 B2C 成长空间大，增速快。随着互联网，尤其是基于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移动互联网不断渗透，以及支付和物流等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B2C 电商将持续高速增长，而作为全球 B2C 电商新

兴领域的全球跨境 B2C 电商增长更为迅猛，预计 2020 年在整体 B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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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6%

美国, 

16%
德国, 

15%

英国, 

15%

其他, 

28%

电商中的比重将由 2014 年的 14%增长到 29.3%，2014-2020 年复合增

速达 27.3%。 

图表38： 跨境 B2C 占整体 B2C 份额上升  图表39： 全球跨境 B2C 电商增速超指标 

 

 

 资料来源：埃森哲  阿里研究院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埃森哲  阿里研究院  方正证券研究所 

 

据调查显示跨境消费来源国，中国位列第一。据国际邮政公司发

布的《跨境电商消费者调查第 2 版》，显示在跨境电商消费者最常购

物的商家来源地中，中国排名第 1，占比 26%，随后为美国（16%）、

德国（15%）和英国（15%）。在亚太和加拿大，美国和中国是跨境电

商消费者购物的主要商家来源地。欧洲消费者最喜欢从中国购物。不

过在卢森堡、比利时、奥地利和瑞士，跨境电商消费者主要会从有着

相同语言的邻国购物。同样据 PayPal&Ipsos 发布的《2016 第三届全

球跨境贸易报告》显示，中国是最受全球网购消费者欢迎的海淘国家

（21%受访消费者表示过去一年曾在中国网站进行海淘），其次是美国

（17%）和英国（13%）。 

图表40： 跨境消费者最常购物的商家来源地  图表41： 全球网购消费者最常购物商家来源

地   

 资料来源：国际邮政公司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ayPal&Ipsos  方正证券研究所 

2.2.2 从历史角度谈跨境 B2C 发展前景 

（1）跨境出口电商渊源及发展历程 

早在 1999 年互联网连接中国供应商与海外买家后，中国对外出

口贸易已实现互联网化，此时跨境出口电商以 B2B 的信息服务平台形

态存在，整个发展流程可分为：B2B 平台展示—B2B 产品交易—B2C

与 B2B 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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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2： 跨境出口电商行业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  方正证券研究所 

  

从服务模式及盈利模式变更看出口电商发展历程。最早是以阿里

巴巴、中国制造网等为代表的信息发布及撮合交易服务的 B2B 平台，

以收取会员费为主；而后 2004 年敦煌网诞生，标志着简单信息撮合

平台开始向交易平台转变，并以收取交易佣金为主要盈利模式；2013 

年开始，B2B 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开始向交易中和交易后拓展，提供物

流仓储、融资等多方面服务，逐渐成为企业在线资源整合平台，主要

以佣金+服务费获利。与此同时，2006 年开始出现直面海外终端消费

者的 B2C 模式，以产品进销差价赚取利润，代表企业有兰亭集势、环

球易购、DX 等。近年来出口 B2C 行业处爆发增长期，许多优质企业

纷纷涌现，海翼、傲基、有棵树、找库、通拓等均发展强劲。 

 

图表43： 中国出口电商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艾瑞  方正证券研究所 
 

从时间节点看出口电商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0 时代、

2.0 时代、3.0 时代，实现从信息服务，到在线交易、全产业链服务的

跨境电商产业转型。 

跨境电商 1.0 时代(1999～2003)：主要商业模式是网上展示、线

下交易的外贸信息服务模式，第三方平台为企业信息以及产品提供网

络展示平台，并不在网络上涉及任何交易环节。 

跨境电商 2.0 阶段(2004～2012)：跨境电商平台开始摆脱纯信息

黄页的展示行为，将线下交易、支付、物流等流程实现电子化，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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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在线交易平台。 

跨境电商 3.0 阶段(2013～)：跨境电商重要转型年，3.0 时代大型

工厂上线、B 类买家成规模、中大额订单比例提升、大型服务商加入

和移动用户量爆发。3.0 时代主要卖家群体正处于从传统外贸业务向

跨境电商业务艰难转型期，生产模式由大生产线向柔性制造转变；另

一方面，3.0 阶段的主要平台模式也由 C2C、B2C 向 B2B、M2B 模式

转变，批发商买家的中大额交易成为平台主要订单。 

图表44： 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三个时代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方正证券研究所 
（2）国内电商由 B2B 到 B2C，跨境电商发展趋势一致 

按国内电商主流发展历程来看，也即是阿里巴巴集团在国内电商

发展的几大过程：最先起于 B2B 电商平台（阿里巴巴），而后到 C2C

（淘宝网），再到 B2C（天猫网），而 C2C 到 B2C 的准入门槛是不断

提高的，可以更细分为 c2C，C2c，B2c，B2C。 

 

图表45： 中国国内电商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比较跨境出口电商与国内电商的发展阶段，发现趋势是一致的，

跨境出口电商也是从 B2B 模式-C2C 模式-B2C 模式，只不过 C2C 模

式是除个人卖家外还有代购的方式。国内与跨境出口 B2C 模式的出现

都是基于 C2C 已形成的网购消费习惯，而随网购市场成熟，对产品品

质及服务水平诉求加大，推动 B2C 市场高速发展，目前国内网购市场

B2C 占比已高于 C2C，并将继续扩大。而跨境 C2C 相比国内 C2C 对

个人卖家难度更大，所以未能形成较大规模时 B2C 就已开始大力崛起，

未来跨境出口 B2C 仍将是方向。 

出口 B2C 市场还没完全成熟，竞争格局未定，根据国内 B2C 电

商行业稳定前的高速增长与巨大红利，可推断出口 B2C 仍具有较大发

展前景。 

 



                                     
 

研究源于数据 31 研究创造价值 

[Table_Page] 新三板-行业专题报告 

 
图表46： 国内电商与跨境电商发展历程比较 

图表47：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国内电商 B2B平台出现 

阿里巴巴 

C2C开始兴起 

淘宝 

B2C平台出现，发展超越

C2C 

天猫、京东、唯品、聚美 

跨境电商 B2B平台出现 

阿里巴巴国际站、敦煌网 

C2C开始兴起 

代购、个人卖家（形成消

费习惯） 

B2C平台出现，发展超越

C2C 

兰亭集势、环球易购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2.2.3 跨境出口 B2C 处资本化集中密集区，未来有望成为核心板块 

（1）出口 B2C 属资金密集型企业，近年来资金缺口越发严重 

跨境电商行业属轻资产、资金密集型行业，较难向银行等机构借

债。而出口 B2C 涉及跨境，物流周期长、通关结汇难使货物周转期长，

需储备充足货物以保证快速及时满足消费者需求，对流动资金的要求

较高。同时行业内企业均处于快速拓展期，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对流

动资金需求进一步提高，而企业也在纷纷完善仓储及物流基础设施，

资金缺口越发严重。 

2015 年，超 70%上市出口 B2C 净现金流为负，有棵树，赛维、

傲基净现金流负 1 亿以上，8 家出口大卖家筹资额均为正，有棵树甚

至达到 5.02 亿的筹资额，显示出口 B2C 资金缺口大。以有棵树为例，

2016 年 6 月的融资报告显示，公司资金缺口高达 8.16 亿。 

 

图表47： 出口大卖家资金缺口及融资情况、财务数据 

图表48：  

出口 B2C 
新三板挂牌

时间 

2017 年拟融

资（亿） 

2016 年资金缺

口（亿） 

2015 年末财务数据 

资产负

债率 
净现金流（亿） 

筹资活动现金

流入（亿） 

海翼股份 2016.7 3.27  77.3% 0.97 0.25 

傲基电商 2015.11 3.06 3.76 45.2% -1.05 2.42 

有棵树 2016.4 0.81 8.16 18.0% -2.84 5.02 

赛维电商 2016.11 2.22  59.9% -1.05 1.32 

价之链 2016.8 1.65  22.1% 0.05 0.88 

爱淘城 2016.11 0.30 0.32 62.9% -0.28 0.82 

百事泰 2015.9 1.00  43.2% -0.08 0.20 

择尚科技 2015.11  0.69 48.4% -0.13 0.16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2）出口 B2C 重资本化，借资本之力抢占市场 

近年来，跨境电商行业呈高速增长态势，是电商行业新一轮增长

点，也被认为是最后一块蛋糕，受到资本青睐，纷纷涌入。目前出口

B2C 正处行业稳定前的爆发期，为抢先占领市场，享领先优势，企业

纷纷投入重金发展，8 家出口大卖家纷纷于 2016 年前后登陆新三板，

并于 2017 年集中展开大额融资，以求快速发展，占据市场主流地位。

企业通过这一轮融资发展后差距拉大，竞争格局渐明朗，优秀企业将

完成上市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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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境出口电商领域 B2B 占主流，资本也最先较多投入到出口

B2B 平台，如阿里巴巴、敦煌网、大龙网，出口 B2B 行业竞争格局

也逐渐明朗；而出口 B2C 行业竞争格局尚未形成，存在较大机会，资

本逐渐涌入 B2C 企业，2016 年末 2017 年初资本密集砸向出口 B2C

企业，几个出口大卖家如海翼股份、找库科技、傲基电商、有棵树、

赛维电商、价之链均得到过亿融资。 

图表48： 出口电商领域重点企业融资情况 

模式 企业 时间 投资机构 投资金额 

B2B 阿里巴巴 2014.9 尚高资本／鲲行资本／李嘉诚基金 - 

2014.2 软银中国资本／老虎基金 2.3亿美元 

2012.9 中投／中信资本／国开金融／博裕投资 20亿美元 

2011.10 数字天空技术／银湖／淡马锡／红杉中国 16亿美元 

敦煌网 2014.9 上海华盈／华创资本 1亿元 

2010.10 华平／凯鹏华盈／集富亚洲 2930万美元 

大龙网 2015.3 北极光创投 数千万美元 

2013.1 北极光创投/海纳亚洲 数千万美元 

2011.1 风和投资 数千万美元 

2010.1 北极光创投 数百万美元 

环球市场 2010.6 上海国际资产 1131万美元 

B2C Wish 2016.11 光际资本(IDG-光大) 5亿美元 

2015.6 DST/京东 5亿美元 

2014.6 Founders' Fund／君联资本／Formation 8/纪源

资本／雅虎联合创始人杨致远 

5000万美元 

2014.4 Formation 8/纪源资本 1900万美元 

兰亭集势 2016.4 卓尔集团（并购） 4.97亿元 

2015.6 -- 7700万美元 

2013.6 上市 7885万美元 

2012.3 联创策略／金沙江创投 800万美元 

2010.10 联创策略／金沙江创投/挚信资本 3500万美元 

环球易购 2014.7 被百圆裤业收购 10亿美元 

米兰网 2012.12 红杉资本/盘古创富 数千万美元 

2011.4 红杉资本 1000万美元 

海翼股份 2016.12 IDG/上海联时/中信资本 3.27亿元 

傲基电商 2017.1 金石灏汭/金泰富/知点投资 2.5亿元 

2015.12 充澄投资/知点投资/嘉鸿投资 9000万元 

有棵树 2017.1 方正和生/中信金石/华益资本/盛世景/天星资本 4亿元 

2015.6 汤臣倍健、建研科技、联创 4亿元 

2014.9 广发信德/海通开元 1亿元 

赛维电商 2017.1 定增 2.22亿元 

2016.6 广发信德/坚果资本/琢石投资/光照资本 数千万元 

2015.9 -- 数千万元 

爱淘城 
2017.2 定增 2993万元 

2017.1 红土创新 3229万元 

通拓科技 2016.3 纵联资本 数千万元 

2015.5 百圆裤业 9000万元 

执御 2015.5 富安娜/浙江富润投资 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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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泰 2015.6 天星资本 1000万元 

择尚科技 
2016.9 股东及高管、董事 420万元 

2016.5 德骏投资 1020万元 

价之链 2017.1 海通开元/海通齐东/宁波君度/中融天然 1.65亿元 

2016.5 招商资本 4000万元 

2015 -- 7500万元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3 跨境 B2C 生态系统  

3.1 定性定量角度看出口跨境电商 B2C  

3.1.1 定性：产品、渠道、物流、支付、服务共构跨境 B2C 产业链 

出口跨境电商 B2C 产业链包括：上游供应商，中游渠道，下游客

户。上游供应商即产品的制造商或者品牌商，他们将制造或采购出的

产成品在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销售，可按平台运营方式、供应商

来源、产品类型进行划分；中游渠道主要分为跨境第三方交易平台和

公司自建网站，以及围绕 B2C 平台的信息服务平台等，围绕交易平台

的出口电商服务业务单元包括 ERP、CRM 等 IT 化手段、流量推广运

营、支付和结汇、物流仓储等；下游客户主要为用户群，既包括个人

消费者，也包括企业级采购商。跨境电商是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连接

厂商与终端消费者结合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商业生态系统。 

 

图表49： 出口跨境电商 B2C 产业链  图表50： 出口跨境 B2C 商业生态系统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表51： 跨境电商卖家分类 

类别 类型 介绍 公司 

按平台运营方

式划分 

平台型 第三方平台上售卖 爱淘城 

自营型 自建网站运营 Sheln 

按供应商来源

划分 

工厂型 M2C，自有工厂生产销售 百事泰 

渠道型 M2B2C，整合工厂资源生产销

售 

傲基电商 

按产品类型划

分 

产品型 白牌产品，SKU 大，提升品质 有棵树 

品牌型 打造商品品牌，SKU 有限 海翼股份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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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出口 B2C 商业生态系统中的环节有产品、渠道、物流、支付

和服务，涉及选品（跟卖/差异化）、货源（线上线下中间商/工厂品牌

直采）、采购（买断/动态补货/C2B）、流量（直接/引荐/搜索/社交/邮

件）、仓储物流（邮政小包/快递/专线/海外仓）、跨境支付（信用卡

/Paypal/第三方支付）、其他服务（ERM 系统/流量推广/教育培训）等。 

 

图表52： 出口跨境 B2C 环节 

 产品 渠道 物流 支付 服务 

包含内

容 

品类、市场、模式 平台、流量 运输仓储、通关 方式、规模 IT 化服务、流量推

广、跨境教育 

业务流

程 

产品开发→配货→

采购 

线上销售→品牌

推广 

物流→收款→客户

服务 

境外买家→支付机

构→境内商户 

跨境电商卖家→服

务商→卖家 

核心要

素 

上游拓展能力、商品

采选能力、议价能

力、产品包装及推广

能力 

流量成本、转化

率、推广精度、

客户留存率 

发货速度、物流费

用、电子化时时跟

踪、通关便利 

信用度、费用率、

收款结汇时长、服

务体验 

服务、综合费用、

可持续优化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3.1.2 定量：成本递减、费用递增、物资周转率待提高 

从定量角度来看，影响跨境电商净利润高低的有成本、费用、物

资周转 3 个维度，成本指的是产品端的营业成本，费用对应的主要是

销售费用，包括渠道端对应的平台费与宣传费、物流端对应的的运输

仓储费，周转指的是存货、应收、应付账款的周转。总体来看，营业

成本递减，费用递增，物资周转率待提高。 

 

图表53： 跨境电商公司营业成本递减、费用上升 

  百事泰 傲基电商 赛维电商 择尚科技 

  2014 2015 2016中 2014 2015 2016 2014 2015 2016.1 季  2014 2015 2016 中 

成本率 58.17% 39.56% 34.30% 54.03% 48.38% 41.72%  41.69% 38.56% 38.92%  60.55% 48.34% 47.4%  

费用率 32.67% 46.89% 52.35% 44.58% 48.96% 51.41% 128.15% 57.27% 56.27%  48.24% 48.96% 50.56% 

  有棵树 价之链 爱淘城 海翼股份 

  2014 2015 2016中 2014 2015 2016 中 2014 2015 2016.1 季 2014 2015 2016 

成本率 50.36% 60.87% 63.73%  69.28% 54.62% 40.11%  61.32% 54.40% 55.31%  61.40% 47.48% 46.08%  

费用率 47.76% 32.44% 33.35% 40.75% 36.26%  42.23% 30.71% 38.12% 44.75%  35.93% 37.31% 38.04%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1）营业成本：与收入结构一致，规模递减效应 

跨境出口 B2C 的收入来源是 C 端销售收入，取决于产品的销量

与单价，营业成本是销售商品结转的成本，收入与成本结构依品类相

一致。毛利率反映了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的差值比，随着公司业务规

模的扩大，毛利率上升。这是因为对品牌商（以海翼股份为例）而言，

公司收入增长，产品品牌附加值增加；销量增长，与供应商议价能力

增强；对泛品商（以有棵树为例）而言，公司会逐步开发高毛利产品，

同时上游议价能力增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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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4： 海翼股份营业收入与成本结构  图表55： 公司毛利率变化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2）渠道端费用：第三方平台费占比大，宣传费用差异化 

渠道环节涉及 2 种费用，平台费及宣传费，平台费是指第三方平

台费用或是自建网站的费用，宣传费是指往平台引流的费用，一般来

说，第三方平台费用大于自建网站费用，站内引流费用高于站外引流。 

下面以亚马逊为例，来说明第三方平台费用明细。亚马逊平台费

用来源主要是店铺租金与交易佣金，产品的销售佣金是按类目收取，

不同类目收取的佣金比例不一样；另外还有合仓、多渠道配送、创建

移除订单的费用。 

图表56： 亚马逊开店费用 

 项目 中国公司账号 美国公司账号 

前期准备 设施 专用电脑、路由、网

络、打印机等 

专用电脑、路由、网络、打

印机等 

费用 

公司代注册 深圳公司 1500 元左

右 

美国科罗拉多州 4500 元左

右 

税号代办 W-8 免税税号 2500 元左右 

收款账办理

费用 

视不同收款账户而不

同，wf 卡麦汇免费注

册 

视不同收款账户而不同，wf

卡麦汇免费注册 

后续运营 公司维护费

用 

做账报税零申报 2000

元左右/年，如需缴税

看具体情况 

年审+零报税 3500 元左右/

年，如需缴税看具体情况 

费用 

平台月租费 $39.99/月 $39.99/月 

销售佣金 按不同种类收取 按不同品类收取 

交易手续费 $1.35/件 $1.35/件 
 

资料来源：亚马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宣传费用主要是指电商平台的引流宣传，它包括站内引流与站外

引流，站内引流包括第三方平台站内推广，根据平台规则制定引流策

略，一般来说费用较高，规则依赖性强；站外引流包括搜索引擎、邮

件营销、广告联盟、引荐、社交平台、网红宣传等手段，站外引流成

本依引流方式不同差异较大，一般来说，随着移动互联网及社交网络

的发达，在社交平台上引流可以达到低成本高效率的引流效果。除了

引流费用之外，宣传费用还包括商家的品牌宣传、公关形象维护等。 

（3）物流端费用：多频次小包裹运输，多渠道合作 

物流环节涉及的是运输仓储清关费用，包括平台的物流费、第三

方物流公司及公司自建物流仓库的费用、清关费用等。跨境出口 B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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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方式包括邮政小包、国际快递、海外专线、海外仓等，运输方式

的效率与价格往往正相关，影响着物流费用与用户收货体验。物流公

司包括国际物流公司、海外物流公司、第三方平台物流配送及跨境电

商物流一体化综合服务公司，厂商需根据自己的海外市场及销售平台

来制定系列的物流配送方案。物流配送的准确，清关的快捷、订单的

可追踪等对消费者的体验至关重要。B2C 物流多采用多频次、小包裹

的空运，时间短，成本较高。 

第三方平台的物流配送以亚马逊的 FBA 最为典型，商家选择亚

马逊的 FBA 配送，则平台收取相关物流费。FBA 收费具体内容为公

司委托境外亚马逊平台负责商品在境外的仓储、发货以及客服工作，

其费率为商品销售收入的 8%至 10%左右。自 2016.2.18 日起，亚马

逊调高了 FBA 的费用，主要是配送费用和月度库存储存费用，分标

准尺寸与非标准尺寸。 

 

图表57： 标准尺寸商品配送费用  图表58： 超大尺寸商品配送费用 

 2016 年 2 月 18 日

前 

2016 年 2 月 18 日后 

 媒介

类商

品 

非媒介

商品 

媒介类

商品 

非媒介商品 

订单 $0 $1 $0 $1 

取件 $1.04 $1.04 $1.06 $1.06 

首重和续重  基于出库配送重量 

小号 $0.50 $0.50 $0.50 $0.50 

中号 $0.63 $0.63 $0.85 $0.96 

大号 $0.88 $1.59 $1.24 $1.95 

超大号 $0.88+0

.41/磅 

$1.59+$

0.39/磅 

$1.24+$

0.41/磅 

$1.95+0.39/

磅 

 

  2016 年 2 月 18 日前 2016 年 2 月 18 日后 

 除服装外 服装  除服装外 服装  

订单 $0  $1  $0  $1  

取件 

小超大 $4.05  $4.45  $4.09  $4.49  

中超大 $5.12  $5.52  $5.20  $5.60  

大超大 $8.21  $8.61  $8.40  $8.80  

特超大 $10.34  $10.74  $10.53  $10.93  

首重和续重  基于出库配送重量 

小超大 $1.59+$0.39/磅 $2.06+$0.39/磅 

中超大 $2.23+$0.39/磅 $2.73+$0.39/磅 

大超大 $63.09+$0.80/磅 $63.98+$0.80/磅 

特超大 $124.58+$0.92/磅 $124.58+$0.92/磅 

 

资料来源：亚马逊 FBA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亚马逊 FBA  方正证券研究所 
 

（4）费用变化：平台费与物流费占比大，费用呈上升趋势 

 

图表59： 跨境出口 B2C 公司费用 

  海翼股份 百事泰 傲基电商 赛维电商 有棵树 择尚科技 价之链 爱淘城 

平台费用（万） 30393.59 2126.47 8206.98 7264.04 7569.6 644.25 2235.84 897.45 

运输仓储（万） 8659.75 3278.24 22604.2 17095.6 18912.17 2266.52 1027.66 3646.22 

宣传费用（万） 2438.57 196.31 2366.08 2219.58 385.22 1237.33 4.12 69.45 

营业收入（万） 130215.99  15853.13  91093.50  61424.36  107859.33  11481.34  13738.27  16445.20  

平台费用占比 23.34% 10.80% 9.07% 11.83% 7.02% 5.61% 16.27% 5.46% 

运输仓储占比 6.65% 20.68% 24.81% 27.83% 17.53% 19.74% 7.48% 22.17% 

宣传费用占比 1.87% 1.24% 2.60% 3.61% 0.36% 10.78% 0.03% 0.42%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由跨境出口 B2C 公司费用列表可以看出，销售费用中，平台费用

与运输仓储占比最大，合计 30%左右。海翼、价之链的平台费用占比

高，是因为使用第三方平台，主要是亚马逊平台，进行销售量大所导



                                     
 

研究源于数据 37 研究创造价值 

[Table_Page] 新三板-行业专题报告 

 
致；傲基、赛维、有棵树、择尚、爱淘城的运输仓储费占比明显最大，

这是因为公司采用平台与自建同步，且多平台销售，销售渠道多也就

意味着物流得实现各环节的流畅接洽，包括兴建海外仓、国内国外物

流对接等，百事泰大部分在亚马逊平台销售，平台费用占比相对高，

但由于公司自建海外仓布局多、与国内外物流厂商都有合作，所以物

流费用占比更大；比起平台与物流，宣传费用占比极小，站外引流的

成本会更低，而择尚科技的宣传费用占比很高是因为公司使用了网红

经济效应来销售服饰产品。 

 

图表60： 公司费用占比变化趋势 

  海翼股份 百事泰 傲基电商 赛维电商 有棵树 择尚科技 价之链 爱淘城 

年份变化 

15

→

16 

14

→

15 

15

→

16 

14

→

15 

15

→

16 

14

→

15 

15

→

16 

14

→

15 

15

→

16 

14

→

15 

15

→

16 

14

→

15 

15

→

16 

14

→

15 

15

→

16 

14

→

15 

平台占比

变化 
↑ ↑ ↑ ↑ ↑ ↑ ↑ ↑ ↑ ↓ ↑ ↑ ↑ ↓ ↑ ↑ 

物流占比

变化 
↑ ↓ ↓ ↑ ↑ ↑ ↓ ↑ ↓ ↓ ↑ ↑ ↓ ↓ ↓ ↑ 

宣传占比

变化 
↑ ↑ ↑ ↑ ↑ ↓ ↑ ↑ ↓ ↑ ↓ ↑ ↑ ↓ ↓ ↑ 

三者总占

比变化 
↑ ↑ ↑ ↑ ↑ ↑ ↑ ↑ ↓ ↓ ↑ ↑ ↑ ↓ ↓ ↑ 

注：红色表上升，绿色表下降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从变化方面来看，平台、物流、宣传费用的总占比基本呈上升趋

势，一者，跨境 B2C 电商公司仍处于发展期，还在开拓资源，加大布

局；二者，伴随平台的入驻条件变高，佣金更高，营销成本、物流成

本、人员成本、开发成本都会变的更高，公司的费用占比也会变高。

另一方面，当公司的平台和物流布局相对稳定时，平台与物流的占比

不会太大变化，海翼在亚马逊上布局、公司物流格局已基本稳定，它

的平台费用基本在 23%左右小范围浮动，物流基本在 7%左右。 

从现有公司平台、物流、宣传占比上升的趋势看，跨境电商 B2C

市场仍处开拓期，且开拓空间大，各跨境厂商都在投入资金、优化布

局。 

（5）物资周转率：存货、应收、应付周转率待提高 

跨境电商卖家的资产周转、存货周转、应收/应付周转普遍存在下

降趋势，一者是由于存货量的增加，泛品类厂商不断扩大 SKU、品牌

类厂商拓展多品牌产品使得跨境商品数量不断增加，海外仓的发展提

升了产品的库存量，公司存货增多；二者是由于资产的体量变大，海

外资金不能即时到账，回收账款的时期变长。 

对于电商来说，资本的运转效率是公司运营的重要指标，在物资

周转率下降的情况下，卖家应提升各环节的货物流通性，而提升跨境

收入的到账时效也为跨境支付提供了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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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1： 公司物资周转率 

 百事泰 傲基电商 赛维电商 有棵树 

 2014→

2015 

2015

→2016中 

2014→

2015 

2015→

2016 

2014→

2015 

2015→

2016.3 

2014→

2015 

2015→

2016 中 

资产周转率 ↑ ↓ ↓ ↓ ↑ ↓ ↓ ↓ 

存货周转率 ↓ ↓ ↓ ↓ ↓ ↓ ↓ ↓ 

应收周转率 ↑ ↓  ↓ ↓ ↓ ↓ ↓ 

应付周转率 ↑ ↓ ↑ ↓ ↓ ↓ ↑ ↓ 

 海翼股份 价之链 爱淘城 择尚科技 

 2014→

2015 

2014→

2015 

2015→

2016 中 

2014→

2015 

2015→

2016.3 

2013→

2014 

2014→

2015 

2015→

2016 中 

资产周转率 ↑ ↑ ↓ ↓ ↓ ↑ ↑ ↓ 

存货周转率 ↓ ↑ ↓ ↓ ↓ ↓ ↑ ↓ 

应收周转率 ↑ ↑ ↓ ↑ ↓ ↑ ↓ ↓ 

应付周转率 ↑ ↑ ↓ ↑ ↓ ↓ ↑ ↓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3.2 产品向多品类延伸，市场向多区域拓展 

3.2.1 品类—目前 3C、服装占比大，未来全品类方向拓展 

中国出口 B2C 电商品类主要集中在 3C、服装，占比将近一半，

未来将向全品类方向拓展，增加利基产品的销售，这是受电商发展特

点、供需匹配、客观环境支持等综合原因所影响。 

图表62： 出口跨境 B2C 品类分布 

 

资料来源：海关信息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① 零售电商发展特点：从市场大、轻巧型产品向毛利高、长尾

型产品发展 

电商 B2C 模式适于从市场大、空间小、便运输的产品切入，典型

的如 3C 和服装，而等流量积累到一定阶段，3C 和服装的利润空间逐

渐变小，客户忠诚度培育起来后，便开始向高毛利、长尾型产品进军。 

 

3C电子产品, 
37.70%

服装服饰, 
10.20%

户外用品, 
7.50%

健康与美

容, 7.40%

珠宝首饰, 
6.00%

家居园艺, 
4.70%

鞋帽箱包, 
4.50%

母婴玩具, 
3.60%

汽车配件, 
3.10%

灯光照明, 
2.80%

安全监控, 
2.20%

其他,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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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3： 京东品类变化 

2014-2017 年经营产品大类 2017 年后经营产品大类 

服饰、鞋靴、运动户外、3C、化妆品、

饰品、箱包皮具、食品玩具、母婴、家

装、家居、爱好 

服饰内衣、鞋靴、运动户外、数码、手机、电脑办公、家用电器、个护化妆、

珠宝首饰、礼品箱包、食品饮料、母婴、家装、家居、图书、音乐、影视、教

育音像、家具、汽车用品、营养保健、生鲜、酒类、宠物生活、农用物资、本

地生活/旅游出行、海外生活 
 

资料来源：京东  方正证券研究所 
传统销售环境下，实体店产品展示空间相对局限，售卖热销品是

利益最大化的最好方式。而互联网打破地域、空间局限，获取信息容

易，产品展示空间不再受局限，线上存货成本为零，商品边际成本低，

个性化、小众商品得到利润空间，针对某些特定群体，专业性强的个

性化的大量长尾产品在热销品后汇聚成可与主流产品相媲美的市场。 

长尾产品的发展需要 2 个条件，一是足够的存储渠道，同类产品

尽可能多地集中，可随时调遣；二是足够的流通渠道，有足够的网络

推广条件，可以把过去相对封闭的产品信息和旺销的产品信息一样传

播出去。当电商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时，需求不旺或个性化的少

数产品所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可以与热销产品相匹敌，通过引导用户

搜索来销售高利润的长尾产品。随着出口跨境 B2C 流量渠道的扩大，

电商可突破大众化商品局限，将会出现针对特定消费群的长尾产品市

场。 

跨境出口电商相比传统出口贸易批量生产、批量贸易方式，能更

灵活的出售小批量个性化产品，商品种类更加丰富，个性化小众商品

的增多，长尾产品将有会有广阔的海外消费市场。 

 

图表64： 公司品类占比变化 

海翼股份 

  

  

  

百事泰       傲基电商 

  

  

  

  

  2014 2015 2016 年

1-2 月 

  2013 2014 2015   2014 2015 2016 

移动

电源 
52.68% 42.71% 42.22% 汽车相关 77.38% 58.59% 44.78% 

数码产品

及配件类 
74.32% 71.01% 70.01% 41.03% 

充电

器 

26.91% 26.02% 

44.91% 

手机相关 7.60% 4.09% 8.75% 服装类 8.95% 7.89% 5.48% 15.63% 

保护

支架 

14% 11.30% 电脑相关 9.79% 9.44% 7.91% 家居日用

类 

16.73% 21.10% 24.51% 30.34% 

移动

数据

线 

3.09% 14.63% 家用相关 5.24% 27.89% 36.61%           

移动

音频 

3.16% 4.91% 
12.87% 

其他     1.95%           

其他 0.17% 0.42%                   

赛维电商 

  

  

  

有棵树 

  

价之链 

  

  

爱淘城 

  

  

  

  2014 2015 2016.1 季

度 

  2016   2014 2015   2014 2015 2016.1

季度 
百货

家居 
  14.85% 17.46% 

电子产品、手机

通讯和游戏配

件类 

25.04% 
车载电子

用品系列 
  6.22% 电池类 65.96% 53% 33.76% 

服饰

配饰 
45.02% 54.13% 48.93% 

奶粉、保健品及

生活用品类 
40.15% 

电脑周边

系列 
7.97% 11.02% 

电脑配

件 
12.41% 15.66% 16.28% 

母婴

美容 
  9.50% 12.52% 

家居建材和家

居用品类 
8.24% 

家居电子

用品系列 
68.59% 39.74% LED 类 9.19% 12.86% 17.44% 

数码

汽摩 
  11.24% 13.36% 

航模配件、汽车

配件类 
10.16% 

蓝牙无线

系列 
  11.68% 家居类 1.32% 3.44% 8.97% 

技术

服务 

54.98% 2.62%   服装鞋包类 3.76% 迷你运动

摄像机系

列 

23.44% 27.76% 手机配

件 

0.93% 8.12% 20.82% 

其他   7.67% 7.74% 
体育用品、玩具

类 
  

移动周边

保护系列 
  3.58% 其他 10.20% 6.92% 2.72%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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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品类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基于原有产品线的纵向拓展，

一方面是结合地区产业链优势整合供应链资源，另一方面是基于特定

优势延伸产品链条，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选择空间。垂直拓

展方向可以是结合社交的资源整合（StyleWe）、品牌的升级改造

（BACIA）、差异化经营（NAKIAEOI）等。 

 

图表65： 服饰品类的垂直拓展策略 

企业名称 细 分

品类 

垂直拓展策略 

StyleWe 服装 联结设计师、整合前端供应链资源；利用网红，向

社会化电商方向迁移 

BACIA 鞋类 识别鞋业发展态势→线上零售运营→打造品牌海外

知名度 

NAKIAE

OI 

泳装 设计、制作、后方服务，重视差异化竞争及对流行

元素的抓取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品类拓展的另一方面，可依托原有的供应链资源，包括技术及产

品资源，对目标客户群进行毛利高的新品类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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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6： 跨境电商产品毛利率变化 

海翼股份 百事泰 傲基电商   

  2014 2015 2016    2013 2014 
2015.1

-3 月 
  2014 

2015.1-

3 月 
2016   

移动电源 
36.71

% 
47.48% 50.68% 汽车相关 41.74% 43.08% 64.64% 

数码产品

及配件类 
42.43% 43.18% 50.32%   

充电器 
36.78

% 
52.31% 

57.97% 

手机相关 57.06% 57.81% 65.18% 服装类 61.48% 62.85% 69.59%   

保护支架 46% 61.34% 电脑相关 18.05% 23.27% 44.29% 
家居日用

类 
52.10% 56.54% 62.80%   

移动数据

线 

59.44

% 
63.07% 家用相关 29.66% 43.14% 62.47% 合计 45.97% 47.33%    

移动音频 
32.34

% 
45.99% 

50.44% 

合计 39.95% 41.83% 60.15%           

其他 
27.47

% 
51.05%                   

合计 
38.60

% 
52.53% 53.92%                   

赛维电商 有棵树 价之链 爱淘城   

  2014 2015 
2016.1

季 
  

2016

中 
  2014 2015   2014 2015 2016 一季度 

百货家居   73.85% 61.14% 

电子产品、手机

通讯和游戏配

件 

50.02% 
车载电子

用品系列 
  42.51% 电池类 32.48% 45% 43.26% 

服饰配饰 
70.25

% 
57.42% 58.68% 

奶粉、保健品及

生活用品类 
19.41% 

电脑周边

系列 
33.11% 49.96% 

电脑配

件 
36.99% 42.15% 46.46% 

母婴美容   61.72% 67.01% 
家居建材和家

居用品类 
48.40% 

家居电子

用品系列 
29.15% 43.93% LED 类 37.97% 42.47% 44.07% 

数码汽摩   61.25% 63.65% 
航模配件、汽车

配件类 
40% 

蓝牙无线

系列 
  47.70% 家居类 41.28% 49.31% 50.43% 

技术服务 
48.54

% 
45.36%   服装鞋包类 49.33% 

迷你运动

摄像机系

列 

34.51% 44.59% 
手机配

件 
37.96% 49.75% 44.28% 

其他   71.19% 62.11% 
体育用品、玩具

类 
48.31% 

移动周边

保护系列 
  46.87% 其他 45.94% 45.24% 40.10% 

总计 
58.31

% 
61.44% 61.08% 其他     30.72% 45.24%   39.91% 45.60% 44.69%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② 供需匹配：地区产业链集群优势与消费者多样化需求  

我国广东及江浙区有着电子、服装产业集群的优势。广东省在跨

境电商规模指数中排名第一，超过半数卖家聚集在此，3C 及服装类

销量领先，主要得益于成熟的经济发展、良好的区位优势、丰富的外

贸人才储备、便利的物流基础设施以及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长三角

江浙区以服饰、鞋帽和家居类为销售领先，拥有发达的轻工业基础，

产业集群效应表现明显；福建以运动鞋服为主，拥有丰富的货源采购

和出口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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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7： 跨境电商卖家省份排名 

 
资料来源：赛兔业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跨境出口国的消费者需求显示消费电子、服饰鞋帽的需求大，且

大部分来源于中国。通过在线跨境电商购买的商品大部分重量轻、价

格低，45%的重量不到 500 克，16%的价格不到 10 欧元，40%的价格

为 10-49 欧元，性价比高。 

 

图表68： 跨境消费者关注的商品品类  图表69： 跨境消费者购买商品 

  

 
资料来源：国际邮政公司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aypal  方正证券研究所 

在中国制造大国、产业集群优势的背景下，可以实现物美价廉的

产品生产销售，并配送到国外。 

 

③ 客观环境支持：海外仓的发展 

跨境电商物流方式最早是邮政小包模式，一般只做小件物品，在

2kg 以内，而 2kg 以上的，可用国际快递，不过费用较贵；后来出现

了海外专线，集齐物资后，通过国际专线输送到海外，一般走空运，

也都限于小物品。 

2014 年海外仓出现，利用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大批量集中运输，

价格实惠，平台厂商、物流公司、电商企业开始试水海外仓，通过把

产品预先放置在海外仓，原来体积大、容易碎的商品也可进行跨境交

易，实现当地发货，此方式大大扩展了跨境电商的品类，如大件的家

居、家具、汽配类、LED 灯、烧烤炉、户外帐篷伞、充气城堡等，价

格实惠，时效更快。eBay 数据显示，通过海外仓实现的销售量增速最

快的三个品类商品为电子类、汽配类、家居园艺类。2015 年较 2013

年出口电商品类多元化程度大幅提升，前几大品类占比均下降，而其

他品类占比则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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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0： 2013、2015 年中国跨境出口电商卖家品类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易观  方正证券研究所 

 

3.2.2 市场—北美市场品牌竞争，新兴市场流量驱动，欧洲市场中间

态 

图表71： 2015 年出口电商出口主要国家分布  图表72： 中国重要贸易伙伴出口总额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  方正证券研究所 
 

（1）北美市场品牌竞争，欧洲市场中间态 

欧美是出口增长比较突出的市场。在跨境电商销售目标市场方面，

以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及澳大利亚、新西兰

为代表的大洋洲地区已是成熟贸易伙伴，均以不低于 40%的年增速占

据着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高地。这些地区由于人均购买力强、跨境网

购观念普及、线上消费习惯成熟、物流配套设施完善等优势，在未来

仍是跨境电商零售出口产业的主要目标市场，且将持续保持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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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3： 主要出口目标国家市场贸易环境 

 美国 英国 德国 

电 商

发展 

全球最大电子商务市场，发展最早、

用户最多。 

英国是欧洲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

同时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境电商出口

国之一。 

德国是世界上网络销售最普及的

国家，而德国高达 61%。电子商

务和数字广告极为重要。 

贸 易

环境 

2008 年 2 月加入 TPP 谈判，在其他多

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采取本国保

护主义原则 

采用欧盟共同政策，进口实行欧盟

统一的配额管理制度；在不违背欧

盟法规的前提下可自行决定税收制

度 

对少数产品实施出口管理，进口实

行欧盟统一的配额管理制度；在不

违背欧盟法规的前提下可自行决

定税收制度 

电 商

平台 

Amazon/Ebay/JollyChic/Yahoo/Oversto

ck/groupon 

Tesco/Home Retail 

Group/Feelunique/BeautyExpert/Man

kind/Lookfantastic/ChemistDirect 

Otto 

Gruppe/ibuyshop/Notebooksbilliger

.de/Conrad Electronic 

支 付

体系 

主要分为大额支付体系和小额支付体

系，其中联邦电子资金划拨系统建立

了风险控制系统和风险管理策略 

共用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支付体系—

—即时全额自动清算系统，由 15 个

国家即时支付清算、欧洲中央银行

支付机构及互联网构成，进行风险

控制 

共用欧盟成员 15 个国家的即时支

付清算系统、欧洲中央银行支付机

构及互联系统构成，可进行即时全

额自动清算系统风险控制 

电 子

通关 

采用 RFID 识别高危物品，建立公共

网上数据库，公布进出口产品安全信

息及物流查询 

采用“太赫兹光谱”新技术检测假

冒名牌；欧盟海关 AEO 制度，提高

通关效率 

欧盟海关 AEO 制度，获取 AEO

资格，提高通关效率 

跨 境

物流 

物流配送网络体系相当完善、正规，

代表企业：UPS、联邦快递 

物流运输体系已比较完善。代表企

业：英国皇家邮政 

物流配送体系相关完善。代表企

业：DHL，在欧盟区里相当受欢

迎 

信 用

体系 

市场主导型，由政府、行业协会、中

介机构、信用授予者、消费者五个层

面构成，以盈利为目的 

市场主导型，由征信公司、英国中

央银行、政府成立的信息专员办公

室构成，以盈利为目的 

政府主导型，政府出资建立的全国

数据库网络系统即中央信贷登记

系统，隶属中央银行，非盈利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美国 B2C 出口电商进入品牌阶段。2015 年美国 B2C 跨境电商市

场规模约为 5110 亿美元，占据全球市场的 23.2%，位居第二，低于中

国的 28.3% ，但其 B2C 跨境电商网购者普及率高出中国 11%，处于

世界前列，已进入成熟阶段。就其消费品类而言，稳居榜首的是家居

类非标产品而非电子类等标品，同时美国中产阶级占比较高，品牌化、

个性化的消费催生了品牌产品消费。 

 

图表74： 2015年全球B2C跨境电商市场规模

份额 

 图表75： 2015 年美国电商市场消费品类占比 

 

 

 

资料来源：亿邦动力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亿邦动力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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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处于中间态。可以从 2015 年全球各个市场的 B2C 跨境电商

网购者普及率中看出，欧洲市场处于以澳大利亚、美国为代表的成熟

国家以及日、俄、中等发展市场的中间位置，而就 B2C 跨境电商市场

规模来看，欧洲约为 4974 亿美元，占据全球市场的 22.6%，份额也相

对居中。 

图表76： 2015 年跨境 B2C 电商网购者普及率 

 
资料来源：eTail Delivery  方正证券研究所 

 

欧洲是全球电子商务市场中地位举足轻重，且尚未饱和，前景广

阔。欧洲国家互联网普及率处于全球前列，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可达 100%

的覆盖率，但由于地区网站访问限制、新用户获取难、物流不够完善

等因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调查显示，欧盟平均跨境购物的比例为

20%，因此其跨境电商市场尚未获得长足发展，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

间。 

 

图表77： 欧洲跨境电商市场份额  图表78： 欧盟成员境内与跨境网络消费比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雨果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2）新兴市场流量驱动 

东盟、韩国、俄罗斯、印度等不断崛起的新兴市场正成为跨境电

商零售出口产业的新动力：俄罗斯、巴西等国家的本土电商企业并不

发达，消费需求旺盛，中国制造的产品物美价廉，在这些国家的市场

上优势巨大，从 2015 年数据看，巴西销售额最高，在拉美地区中占

比超过 25%；东南亚市场人口数量较多，且消费偏好与中国较为接近，

具有巨大的消费潜力，马来西亚以 104.9%的年增速位列东盟国家首位。 

全球跨境消费市场规模将高速增长，各国跨境消费复合增长率基

本在 25%以上，而拉丁美洲、巴西、印度、新加坡则大幅领先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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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阿根廷的复合增长率甚至高达 90%以上。 

图表79： 线上跨境消费规模和增长预计  图表80： 全球不同地区跨境 B2C 交易额规模

-增长矩阵 

、 

 

 资料来源：PayPal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埃森哲  阿里研究院  方正证券研究所 
新兴市场的出现，出口卖家可销货的渠道也因此变得多元化。而

在新兴市场中，东南亚电商发展较好。整个东南亚地区有 6 亿人口，

但目前为止，东南亚的网络零售占比只有 1%。2016 年 4 月阿里巴巴

宣布以约 10 亿美金收购东南亚最大电商 Lazada。 

图表81： 世界电商市场产值概况  图表82： 东南亚市场产值与上网概况 

 

 

 

资料来源：東協電子商務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東協電子商務  方正证券研究所 

 

从公司产品销售市场来看，北美市场是主战场，欧洲次之，而向

新兴市场开拓的趋势也逐渐明显，向多区域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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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3： 公司跨境电商市场占比变化 

  海翼股份       百事泰     傲基电商     

  2014 2015 
2016 年 

1-2月 
  2013 2014 2015年 1-3 月    2015  2016 

北美 60.73% 55.81% 48.70% 欧洲 14.03% 17.93% 18.15% 欧洲 61.14%  59.42% 

欧洲 28.87% 29.20% 30.27% 美洲 69.53% 53.46% 43.60% 北美洲 20.10%  28.60% 

亚洲 10% 14.79% 20.58% 
亚洲 

（除国内） 
4.16% 15.92% 28.10% 大洋洲 5.79%  3.30% 

其他 0.04% 0.20% 0.45% 国内 7.44% 11.96% 10.15% 亚洲 1.03%  1.14% 

        其他   0.73% 0.00%       

赛维电商       有棵树          

  2014 2015 2016 一季度   2013 2014 2015年    

欧洲   35.04% 33.01% 大洋洲   20.56% 5.02%    

北美洲   44.31% 57.93% 非洲   0.54% 0.26%    

大洋洲   2.82% 1.51% 美洲   33.61% 26.11%    

南美洲   3.43% 2.32% 欧洲   32% 22.83%    

亚洲 100.00% 13.17% 4.71% 亚洲（除中国）   7.19% 38.66%    

非洲   1.23% 0.53% 中国大陆 100% 5.66% 6.94%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3.2.3 模式—转型品质化服务，提升供应链管理水平，差异化选品 

（1）3-5 年窗口期实现中国制造产品转型升级 

① 低毛利的 OEM 代工模式已不适应中国出口 

中国依托国内的人力、资源优势，进行 OEM 代工生产，出口低

质低价的产品往国际市场，毛利低，靠销量提升营利水平。但伴随着

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口、土地、环境难以长久支撑 OEM 模式，

人力、资源成本上扬；且印度、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墨西哥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在人力、资源成本方面比中国有

更大优势，在内外夹击的大环境下，低毛利的 OEM 代工模式已不适

应中国的出口。 

图表84： 人力资源劳动报酬定基比环比指数  图表85： PPI 历年当月与累计数 

 

 

 

资料来源：新华仕邦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方正证券研究所 
②利用产业链优势，转型品质化服务 

中国制造业应认清自己的市场定位，深入了解海外市场，学习运

营模式转换与品牌建设。 

跨境电商 B2C 模式的发展，个性化消费导致的产品周期缩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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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全球加工市场，随着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等第三方市场的崛起，

在 3-5 年内它们的制造成本占优势，但产业链完善程度低，中国可以

抓住此 3-5 年的相对优势期，针对地方特色，跨境电商联动工厂进行

产业链整合升级，向微笑曲线底部上移部分发力，由制造向研发和营

销转移，提升技术和服务能力，进军品牌国际化比拼。 

（2）供应链综合管理水平是关键 

供应链管理是指在满足一定客户服务水平的条件下，把供应商、

制造商、仓库、配送中心和渠道商等有效组织起来进行产品的制造、

转运、分销及销售的管理方法。跨境电商的供应链管理包括线下流程

的顺畅以及线上 C2B 营销和订单时时追踪系统。 

随着电子自动化 ERP 系统管理的发展，跨境电商 B2C 交易可以

通过物流渠道和交易渠道跟踪到消费者的购买反馈，结合大数据进行

分析，可实现 C2B 的产品采购选品，实时了解到客户信息，结合市场

趋势，进行新品的研发和产品销售的差异化定位。 

① 工厂型卖家 

工厂型卖家有自己的工厂来进行设计生产销售，工厂的强项在于

对产品的理解，传统做的是 B2B 的交易，大批量发货，直接对接国外

进口商渠道，通过线下展会进行谈判。跨境 B2C 直接对接 C 端消费

者，小货件高频次发货，供应链管理流程与 B2B 完全不同，公司自主

研发的 ERP 自动化系统是核心竞争力，而一般工厂不适应此类模式改

变，对终端消费者市场不敏感，供应链管理模式的差异以及客户对象

的变化使得工厂转型做跨境电商 B2C 很困难。基于此，转型的时间节

点与平台搭建变得极为重要。 

转型时间较早、决心较强的工厂型卖家优势较大。百事泰是 2011

年转型，完全切断原有供应链及销售渠道，在品类控制和产品持续研

发方面投入较大，重新搭建 C 端电商渠道，经过几年的发展，逐渐壮

大。当工厂体量增大后，自产产品的比例减少、外购产品的比例增加，

如此可以使自有工厂把握核心研发设计能力，不断优化供应链管理能

力，提升竞争力。 

 

图表86： 百事泰自制外购产品变化 

 自产产品销售占比 外购产品销售占比 自产产品毛利 外购产品毛利 

2013 88.69% 11.31% 41.40% 28.64% 

2014 63.83% 36.17% 45.31% 35.69% 

2015 年 1-3 月 56.68% 43.32% 65.80% 52.77%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平台搭建方面，现借助第三方平台，可帮助一般贸易商转型跨境

电商。例如亚马逊全球开店“制造+”项目是指由制造企业专属本地的

亚马逊服务团队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和运营支持，包括制造商运营

实践分享和培训、企业 ERP 系统与亚马逊系统对接所需的技术咨询、

国际运输物流解决方案、仓储规划以及支付解决方案推荐等。借助亚

马逊提供的全方位专业服务，制造企业可以直接面对消费者，获得一

手反馈，帮助制造商设计和制造更以客户为中心、更符合市场导向的

产品。与此同时，亚马逊还将提供品牌推广和品牌保护工具，帮助中

国制造企业在全球打造自有品牌，实现“中国制造”到“全球品牌”的全

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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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品牌型卖家 

对于 B2C 的品牌跨境电商，企业可联合外协厂商进行整体产业

链的升级改造，以海翼股份为典型。 

流程方面，跨境电商公司根据前端市场规划产品需求组织研发部

门设计方案、制作图纸并确定工艺要求，考察、甄选外协单位，外协

厂根据公司的采购需求采购原材料，其根据公司工艺文件进行加工，

公司相关职能部门对整个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有效管理，最后品质部

门对加工完毕的产品进行检测入库后发货给客户。审核机制，跨境电

商对新供应商的认证和考核范围包括生产能力、品质控制能力、交货

速度、价格、服务、供应商自身的供应链等多个方面。价格方面，采

用市场化议价定价原则。首先，根据市场同类工艺加工费的一般价格，

同时进行同类外协厂商报价对比筛选；其次，进行成本分析，对整机

的材料、部件进行专业成本评估；最后，对产品利润率进行行业调查

与外协厂商协商最终确认外协生产价格。 

图表87： 跨境电商与外协厂合作流程  图表88： 品牌产品研发流程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广东、福建等跨境电商卖家占比大的省区拥有众多的中小型加工

厂商，“电商+外协厂”的合作模式，可以实现跨境电商工厂对外协厂

的升级带动作用，通过跨境电商把控研发和品质，带动工厂进行产业

链的升级改造。 

品牌类厂商应控制 SKU，提升品牌持续营销能力。品牌类的厂商

先打造一个品类的一个品牌，如海翼在移动电源领域的 ANKER 品牌

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都获得了极高的认可度，品牌类产品的毛利也较

高；之后类似于宝洁的多品牌路线，公司在打造出一个知名品牌后，

可以进行品类与品牌的扩展，海翼 2016.9.19 上线了智能家居市场的

Eufy 品牌，16 年底推的汽车产品 Roav，进行品牌的持续营销，所以

品牌商打造品牌的持续营销能力极为关键，可从品质优化、品类扩展

方面进行改善，要控制住 SKU 的种类，结合 ERP 系统进行 C2B 的产

品选择，不断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如此才有竞争力。 

图表89： Anker 3350mAh 口红移动电源  图表90： Anker iPhone 6/6s 手机背夹电池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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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产品型卖家  

产品型卖家产品数量众多，如何拿到质优价廉的供货商产品，

SKU 上万，ERP 管理系统的准确快速跟踪下单变得极为重要。有棵树

是典型泛品类厂商，由于其极具竞争力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可以从厂

商处拿到极低的采购价；加之其自主研发的 ERP 系统，可以达到对上

万 SKU 的流程化管理，从而使得公司安全壁垒高。 

 

图表91： 产品型卖家供应链管理系统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产品商的产品采购是重要环节。采购模式分为零星采购和批发采

购、买断式采购、部分安全库存、动态补货等，中小买家主要通过批

零拿货，大卖家拓展源头直供。为保证交货期跨境电商公司对于货期

影响较大的或者有最小采购订单量的产品，产品物料有瓶颈出货不稳

定等产品采取安全库存管理；对于货期稳定，供应顺畅的产品采购部

门会根据库存的情况以及销售的需求定期的向供应商发出采购订单，

采购订单需通过计划部门主管，系统双重审核后发给供应商采购,采购

订单下单后，由采购跟进交货。 

不同于品牌类厂商的控 SKU 策略，产品类厂商主要是结合地区

产业链优势及目标市场定位来扩大 SKU，初期主要是连同当地供应商

销售地区优势产品，积累了一定客户量后，公司开始向高毛利产品进

军，车载相关和智能家居是主要拓展品类方向。 

图表92： 公司分类别产品毛利率 

 海翼 百事泰 傲基 赛维 价之链 爱淘城 

3C 类 52.53% 54.59% 43.18%  45.24% 45.67% 

服装类   62.85% 58.68%   

家居  62.47% 56.54% 61.14%  50.43% 

车载  64.64%  63.65%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3）差异化选品策略，打造爆款精品 

跨境电商可通过跟卖、目标市场分析和 C2B 模式进行选品，选品

的核心要求有品质的商品、优势的价格、符合跨境销售特性、满足目

标海外市场需求以及突出自己的特色竞争优势。 

跨境电商刚开始是积量阶段，产品方面表现为海量 SKU 的打造，

随着平台品牌战略的提升，跨境电商流量的积累，跨境产品也转型于

精品、爆款产品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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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3： 选品策略与爆款打造 

跨境电商选品 爆款产品打造 

利润率高、市场潜力大 稳定的供货能力 

适合国际物流、售后简单 店铺的运营推广策划 

独立产品设计能力 优质服务和客户好评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基于此阶段的跨境电商选品应是差异化策略，打造店锖的特色竞

争优势，包括特定的目标市场选择，差异化的客户需求满足，个性化

的店铺核心竞争力。店铺核心竞争力的差异化包括店铺装修的设计

（根据特点的海外目标市场设计装修），产品款式的设计（原创设计，

特色设计），差异化的价格策略（利润、测试款）。具体策略方面，可

结合数据工具选品、第三方平台数据统计选品、浏览国外网站选择热

销产品、社交媒体热词等综合选品。 

爆款产品可带来持续的现金流，建立自己稳定的客户群体，增加

信任打造品牌。爆款的打造要基于第三方平台制定具体策略，价格品

质具有竞争力，通过数据分析 C2B 选择产品，提高购买率和重复购买

率，并提供优质的客户服务。 

 

图表94： 基于第三方平台的选品 

 特点 选品可参考数据 选品推荐 

速卖通 操作方便，海外知名度大且背靠阿

里巴巴，其品牌比较多的是时尚类

产品和配件以及小家居运动类产

品，而且性价比也比其他平台突出 

参考速卖通后台的数据，或使用谷

歌搜索进入海外零售网站，参考当

地国家在线零售商的销售情况 

可选择体积小，价格低的产品进

行销售 

亚马逊 以商品为导向，适合做品牌 中国卖家在亚马逊上只有 “跟卖

Listing”和“自建 Listing”两条路线 

跟卖要选择销量好的商品，且要

明确有无侵权风险；自建的这类

产品大多是已得到认可的品牌，

相对小众，因此选品的核心是其

市场的销售容量 

eBay 选品较为复杂，对卖家要求非常严

格，而且平台在受众国家的宣传力

度不一样 

新卖家可以浏览 eBay 目前在售商

品及热销产品，根据自身优劣势从

熟悉市场开始做 

海外仓的选品思维与亚马逊的“跟

卖”思维类似，不同的是，TITLE、

关键词、图片、描述、本地物流

选择方式等因卖家自身的不同而

不同；中国直发的选品思维可以

借鉴速卖通的选品思维操作 

Wish 最大的特点就是移动端占比大，移

动端特殊的视角对于页面、整体单

品显示的不同决定了卖家在选品

方面不能一味地选择低价产品；且

最重要的是在了解平台规则后再

做选品 

因为竞争激烈其产品同质化现象比

较严重，卖家可先从大数据分析市

场需求，在选品上尽可能选取标准

类、价格低、重量轻的产品，因为

这样可以更好的规避风险，同时也

应提前做好供应链和物流的准备 

中小卖家最好是先选择一个细分

品类，即选择大类下的某个小类

目产品进行销售，或者在线下选

品，拿到第一手货源，价格能更

加优惠，且持续时间较长，一般

较难出现同质化现象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3.3 渠道： 平台多方布局，流量向外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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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渠道包括 2 个维度，一个是产品销售的电商平台，另一

个是在平台搭建好后，流量的引入方式。电商平台包括跨境第三方平

台及自建网站，引流的方式也分站内和站外。 

3.3.1 平台—适宜不同卖家类型的第三方平台与基于产品市场的垂

直独立站 

第三方平台可引入电商卖家入驻平台销售，卖家需遵守平台规则，

产品品类丰富，流量来源广泛，优势在于流量和产品数量；自建网站

是跨境卖家独立建站对接销售，站内产品品类有限，不过对商品的掌

控能力更强，对特定品类精耕细作，优势在于流量质量、核心品类选

择及议价能力。 

（1）第三方平台流量大，各具特色 

第三方平台是指我们通常熟悉的电商销售平台，由于发展时间长，

知名度高，流量大，平台本身往往侧重于平台自身的建设和交易安全

维护，并从中收取佣金。 

①四大主要平台适宜不同卖家类型 

第三方平台实行产品统一管理，流量入口大，平台可信度高，比

较有代表性的第三方平台有亚马逊、eBay、速卖通、Wish 等。由全球

第三方平台热度搜索看出亚马逊后来居上，市场占比逐渐超过 eBay。

速卖通在新兴市场有优势。Wish 是移动端的王者，随着移动互联网的

发展，Wish 成跨境电商 B2C 平台的一匹黑马。 

 

图表95： 第三方平台热度搜索  图表96： 第三方平台热度分布 

 

 

 

资料来源：Google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Google  方正证券研究所 
 

 

就市场选择来看，亚马逊、eBay 和 Wish 主要针对欧美市场，速

卖通收购东南亚的 Lazada 平台，进军新兴市场，在俄罗斯和巴西占比

大。就产品定位来看，亚马逊专注于中高端产品，质量把关严；而 eBay

和速卖通相对是大卖场，品种多；Wish 从服装起步，品种多样。盈利

模式上，主要为交易佣金。营销策略上，卖家搜索结果技术主导，平

台给予新卖家更多展示机会，强调生态平衡；运营政策上，不鼓励过

分运营，尤其是亚马逊，淡化店铺概念，每个卖家只能注册一个账号，

因此卖家会利用公司员工在同一平台上注册多账号，在中国卖家擅长

的品类上，同质化严重，复购率不高。超过一半卖家同时在多个平台

进行销售。平台卖家特点方面，亚马逊、eBay 上中小卖家与大卖家平

分秋色，速卖通和 Wish 上中小点卖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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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7： 主要第三方平台比较 

 亚马逊 eBay 速卖通 Wish 

创建时间 1995 1995 2010 2011 

营业收入 1070 亿美元 89 亿美元 22 亿元 2.4 亿美元 

活跃用户 2 亿+ 1.45 亿 4000 万+ 3100 万+ 

主要国家 美国、德国、英国、日本 美国、德国、英国 俄罗斯、巴西 北美 

GMV 2256 亿美元 817 亿美元 84 亿美元 1800 亿美元 

收费方式 平台租金+交易佣金

（15%-20%）+FBA 费用+

其他 

平台租金+刊登费+交易佣

金（15%） 

技术服务费+交易佣金

（5%） 

交易佣金（15%） 

结算方式 亚马逊每 14 天向卖方网

站所关联的支付平台帐

号结算一次 

买家将货款支付给卖方公

司网店关联的 paypal 账

号，不同账号会冻结 5%-8%

的保证金，冻结期为 45-60

天 

买家将货款支付给速卖通

平台，速卖通在交易结束

后（买家确认收货或 45

天）向卖方公司网店关联

的国际支付宝账号结算 

买家将货款支付给

Wish 平台，Wish 平

台 30天或 90天后向

公司网店所关联的

支付平台账号结算 

运输提供 FBA E 邮宝（与邮局合作） E 邮宝  

平台特点 全球商品种类达 35371

万，高度重视用户口碑，

入驻专家须遵守全方位

保障条款，品质要求高；

有部分自营产品，平台

49%的订单是有第三方卖

家售出。Prime会员服务，

数量 6000 万 

强大的平台优势、安全快

捷的支付解决方案及完善

的增值服务，以海量产品

和多店铺为主的平台；开

店手续稍简单，规则偏心

买家。 

产业带深耕在中国，基于

阿里巴巴的数据，可以对

中国的产业做出详细分

析；以海量产品和多店铺

为主的平台，特点是价格

比较敏感，低价策略比较

明显；目标市场优势在于

俄罗斯、东南亚、南美等

新兴市场。 

移动端的天下，在欧

美市场增速飞快。靠

价廉物美吸引客户，

智能化推送产品，服

饰品类多。 

现有卖家

规模 

销售额 100 万元以上

48%，100 万元以下 52% 

销售额 100 万元以上 43%，

100 万元以下 57% 

销售额 100万元以上 23%，

100 万元以下 77% 

销售额 100 万元以

上 21%，100 万元以

下 79% 

适宜卖家

类型 

有自己品牌和产品的工

厂或者企业 

适合贸易公司 产品特点符合新兴市场的

卖家，产品有供应链优势、

价格优势明显的卖家 

适合想在移动端欧

美市场布局的价格

优势明显的卖家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主要针对欧美市场的跨境电商 B2C 公司也以第三平台的销售为

主，亚马逊和 eBay 的占比较大，一般来说亚马逊的占比最大，尤其

是品牌厂商，平台的物流、站内排名引流等体验较好；有棵树是泛品

类厂商，eBay 符合其定位特点，所以 eBay 占比大些。 

 

图表98： 公司主要平台占比 

百事泰 傲基电商 赛维股份 有棵树 价之链 

亚马逊 68.73% 自有网站 30.70% 亚马逊 33.86% 亚马逊 2.71% 亚马逊 87.09% 

eBay 4.89% 第三方平台 50.56% eBay 17.64% eBay 37.33% eBay 8.52% 

  品牌产品 18.74% Wish 24.53% Wish 27.33% 速卖通 4.39% 

    华成云商 9.86% 速卖通 12.63%   

    独立商城 9.42%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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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9： 其他电商平台 

地域 主要平台 平台简介 

美国 Newegg 是美国领先的电脑，消费电子，通讯产品的网上超市。平台聚集约 4,000 个卖家和超过

2500 万客户群。最初销售消费类电子产品和 IT 产品，但现在已经扩大到全品类，品种

类高达 55,000 种，吸引了 18 至 35 岁的富裕和熟悉互联网的男性。畅销品类是汽车用

品，运动用品和办公用品。 

Jet.com Jet.com 上线仅一年多，2016 年被沃尔玛以近 30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英国 乐 天

Play.com 

成立于 1998 年，是英国最大的在线娱乐零售商之一。聚集超过 3000 卖家和 1500 万客

户群。最初卖游戏和媒体产品，现在发展到多品类。 

Tesco 成立于 2012 年，是英国最大的食品和日用杂货零售商。网站上聚集 50 多个卖家，4300

万俱乐部卡会员，每月 400 万访问量。产品包括如家居和园艺，婴儿用品，运动休闲，

服装和珠宝等。 

法国 Cdiscount 成立于 2011 年 8 月，是法国最大的电子商务零售网站，其所属集团 Cnova 在国际电商

平台的拓展上横跨 4 大洲 11 个国家， Cdiscount 产品种类丰富、分类独特创新。 

La Redoute 成立于 2010 年，是法国领先的在线零售商，欧洲第三大电子商务市场。聚集超过 1,000

个销售商和 1000 万客户。范围覆盖 26 个国家。香格里拉福主要针对年龄在 26 到 35

岁范围内的妇女。其产品种类包括男装和女装，内衣，鞋子和饰品，家具，工艺等。 

德国 Otto 是全球最大在线服装、服饰和生活用品零售渠道商，商品品种多达上百万种。出售商

品涵盖男女服饰、家用电器、家居用品、运动器材、电脑、电玩等。出售品牌范围极

广，除此之外 OTTO 还有其自供品牌，性价比高，服装是重要品类。 

日本 乐天 创办于 1997 年，目前已成为日本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市值达到 135 亿美元，年营收

超过 40 亿美元。乐天最初专门从事计算机及电子产品，但它现在提供体育用品，健康

和美容，家居和园艺，珠宝和玩具等。乐天在日本市场已达饱和，国际化战略部署。 

韩国 Gmarket Gmarket 是韩国最大的综合购物网站，在韩国在线零售市场中的商品销售总值方面排名

第一，主要销售书籍、MP3、化妆品、电脑、家电、衣服等。 

台湾 Shopee 成立于 2015 年 6 月，是主打东南亚和台湾市场的移动社交电商平台，该平台支持在线

沟通，并且也有与社交网络类似点。 

新加坡 Qoo10 新加坡的第一大电商平台。平台商品种类繁多，包括各种电子配件、服装、食品，乃

至门票，它可以在当地便利店付款。 

东南亚 Lazada Lazada2016 年 4 月获阿里 10 亿美元注资控股，销售电子产品，衣服，用具，书籍，化

妆品等，市场范围涵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 

 Ensogo 成立于 2010 年，定位为社交化电子商务平台。Ensogo 为东南亚超过 6 亿用户提供特价

产品，服务于超过 80 万的网站会员。目前业务遍及香港、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

新加坡和泰国。 

俄罗斯 Ozon 、

Lamoda 

Ozon 是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 

俄罗斯比较重要的本土时尚电商平台有 Wildberries、KupiVIP，消费类电子产品平台有

Ulmart 和 Svyaznoy。 

非洲 Kilimall 成立于 2014 年，具有本地品牌营销，本地仓储物流，本地售后客服，全球供应链和国

际支付等运作团队和服务体系。该平台目前仅覆盖肯尼亚全境和乌干达部分地区。 

Jumia 成立于 2012 年，是非洲大国尼日利亚最大的电子商务零售公司，目标是打造本土的“亚

马逊”，出售电子产品、服装、冰箱等各类商品。在当地建有仓库，提供多达十万种不

同的商品，覆盖尼日利亚、摩洛哥、象牙海岸、埃及和肯尼亚等地区，共 12 个国家。 

巴西 MercadoLiv

re 

巴西本土最大的 C2C 平台，相当于中国的淘宝聚集超过 52000 卖家和注册用户 5020

万。访问量位列全球 TOP50。范围覆盖 13 个国家和地区 

新西兰 Trade Me 是新西兰最大的网上交易市场，拥有超过 310 万会员。新的和二手货的商店品类包括

婴儿用品，书籍，服装，电脑和家庭生活用品。 

中东 Souq 、

Cobone 

Souq 是中东版亚马逊电商网站，600 万用户，月独立访问量 1000 万，它已建立了自己

的物流系统 QExpress 和支付系统 PayFort。 

拉丁美洲 Linio 成立于 2012 年，业务覆盖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智利、阿根廷、巴拿

马和厄瓜多尔八个国家。主营品类中消费电子产品占比最大，服装饰品家居等有很大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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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欧美典型亚马逊平台：全产业链拓展、全球布局、品牌化经营 

亚马逊平台是流量最大的电商平台，平台注重产品质量，依靠产

品自身的 Listing 优化，客户体验佳，客单价高，平均 200+美元，其

全球 149 个大运营中心将商品配送至全球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

者。 

 

图表100： 亚马逊营收、成本变化  图表101： 亚马逊 GMV 变化 

 

 

 

资料来源：Amazon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Amazon  方正证券研究所 
 

就产品品类来说，亚马逊从图书起步，逐渐拓展到全品类销售，

产品品种全球第一。消费电子是平台主要品类，亚马逊畅销品牌中，

10%是属于自有或独家品牌，手机&配饰是最热门的自有品牌品类。

美国 2015 年的消费电子产品销售额增长了 56 亿美元，亚马逊贡献了

90%的增长额，成为美国最大消费电子产品零售商。逐步加大对服装

行业的投资，目前在美国服装市场的份额为 6.6%，同时与美国最大

的数家汽车零配件制造商签订了分销合同，大力发展汽车零配件业务。 

 

图表102： 亚马逊产品品类拓展  图表103： 亚马逊自营与第三方销售商品占比 

 

 

 

资料来源：Amazon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雨果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就销售市场来说，亚马逊的销售以欧美成熟市场为主，美国占比

最大也是首要开发市场，从 2015 年起，公司重点开发德国、英国、

日本三大市场。 

图表104： 亚马逊国家分布 

 
2013 2014 2015 2016 

美国 59.79% 62.33% 65.92% 66.44% 

德国 

40.21% 37.67% 

11.04% 10.40% 

英国 8.44% 7.02% 

日本 7.72% 7.94% 

其他 6.87% 8.20% 
 

资料来源：Amazon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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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平台卖家来讲，亚马逊平台卖家相对占比呈上升趋势。且亚马

逊在 2012 年推出了全球+计划，直接对接传统贸易厂商，减少中间环

节。其美国站一个月可新增 54000 个卖家，2016 年，有超过 10 万个

卖家在亚马逊上的销售额超过 10 万美元。 

 

图表105： 亚马逊卖家占所有平台卖家增长变化 

 

资料来源：雨果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就战略布局来看，亚马逊朝全产业链拓展，定位全球，提升品质。

物流方，国际快递日益增加的包裹数量和不断上涨的配送成本使得亚

马逊在物流配送领域持续投资，构建亚马逊全球供应链，绕开中间商，

直接从全球商家收货，然后低价购买卡车、飞机和船舶的货舱，在物

流领域快速扩张。2016 年，亚马逊 FBA 仓为全球卖家配送超过 20 亿

件商品，使用 FBA 服务的全球活跃卖家数量增长 70%以上。供应方，

亚马逊全球制造工厂项目直接对接厂商，控品质，全服务，提升平台

竞争力。营销方，结合社会化媒体营销，开发 APP，布局移动端。据

Oppenheimer 报告显示， 2015、2016 两年中亚马逊移动 app 的美国独

立访客量增加了两倍。而在此期间沃尔玛、eBay 和 Target 的移动端访

客量增长缓慢。除此之外，亚马逊移动 APP 在美国的覆盖率不断增长，

目前有 50%的美国网购消费者在亚马逊 app 上购物。 

 

与线下商超的竞争关系来看，欧美市场的本土零售高度发达，消

费者的周末逛超市习惯显著，沃尔玛/家乐福/COSTCO 等巨头商品供

应链效率已臻极致。以沃尔玛为例，其自 60 年代成立以来，从小镇

入口，开始全美的细胞繁殖模式，目前全美店铺达 4000+，而电商相

对于传统零售行业，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市场开拓空间巨大。 

 

沃尔玛收购 Jet.com 发展沃尔玛的在线销售，2017 年美国沃尔玛

电商销售和 GMV 增幅分别为 29.0% 和 36.1%。美国地方自立协会

的报告称，亚马逊作为零售商的市场力量渐超沃尔玛，五年后，美国

零售市场规模达 3.6 万亿，1/5 将转移到网购，其中亚马逊将占据 2/3

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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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6： 沃尔玛细胞繁殖模式  图表107： 亚马逊超实体零售巨头 

 

 

 

资料来源：联商资讯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visualcapitalist  方正证券研究所 
 

亚马逊通过综合物流布局、制造商引入、APP 发展、产品质控把

握，给买卖双方提供了优质的平台，竞争力不断增强。 

 

③ 新兴市场典型速卖通平台：加快全球布局，打造全品类、品

牌化、本地化经营体系 

速卖通作为阿里巴巴未来国际化的重要战略产品，从 2010 年 4

月 26 日成立之日起便以“淘宝模式”迅速占据了跨境电商的新兴市

场，成为全球最活跃的跨境平台之一。在 2015 年，已有 3400 万海外

独立买家在速卖通进行购物，而 2016速卖通的买家数预计将达 1亿，

已覆盖 243 个国家和地区，在 Alexa 网站全球排名 51。 

就销售市场来看，目前速卖通销售前五的目地国家是：俄罗斯、

巴西、西班牙、印尼、美国，主要是得益于这些国家当地市场网购人

群基数大、消费能力强，教育程度高。 

 图表108： 速卖通 top5 交易国家 

 

 

 资料来源：亿邦动力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就用户数而言，据 TNS 2017 年 1 月的数据显示，该平台共有 2220

万用户。就该市场的品类而言，据 Data Insight 分析调查公司数据显

示，服装与鞋类产品是俄罗斯消费者在跨境网店最热卖的产品种类，

占总交易额的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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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9： 2016 年俄罗斯用户网上交易概况  图表110： 俄罗斯跨境网店产品种类的销量占

比 

 

 

 

资料来源：DataInsight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DataInsight  方正证券研究所 

 

就产品品类来说，速卖通销售品类前五的是：服装及配饰、手机

及通讯工具、美妆及健康、计算机网络、珠宝及手表。此外，由于新

兴市场国家发展水平不一，不同销售地区其畅销品类也有较大区别，

以俄罗斯为例，联想、华为等国产手机以及套头毛衣、性感服饰、新

型款式的珠宝首饰等产品在该地区销售额位居前列，而在巴西服装是

其出口的第一大品类，且基于其运动行业发达的背景，该地区运动服

饰以及运动娱乐行业具有较大潜力。 

 

图表111： 速卖通的产品品类 

 

资料来源：速卖通 方正证券研究所 

 

物流方面，速卖通平台已与俄罗斯、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

智利等国家邮政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通过 AliExpress 无忧物流为卖

家定制化物流服务，包括分布广泛的首公里取件、高效的国内集货仓、

平台强控的国际干线以及末公里优先派送等服务。菜鸟无忧物流已经

针对俄罗斯、欧洲、南美、北美及澳洲等国家和地区推出多条专线。 

就支付而言，2016 年年底，速卖通时隔五年计划再次与 PayPal

合作。此外，在新兴市场国家，为了适应当地支付水平，速卖通接入

了各国主流支付方式，例如巴西本地最通用的支付方式 Boleto，墨西

哥的 OXXO 等。对于在线付款并不方便的消费者，他们甚至可以在便

利店和彩票点完成网购支付。 

就战略布局来看，2017 年速卖通全行业开始启动商标化和本地化，

自 1 月 3 日开始，新发产品“品牌属性”必须选择商标，品牌化成为了

其主要路线。同时速卖通将加大投入本地化工作，从本地化入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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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升级，包括语言本地化、大力发展海外仓、实现本地退换货服务。 

 

因此，速卖通将在物流、支付、品类等 B2C 跨境电商出口的各个

环节全面布局，从新兴市场入手不断扩展器全球市场份额，进而迎来

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段。 

（2）垂直独立站—基于特定市场的特定品类的综合管理 

自营网站是一个卖家自己搭建的网站平台，用以展示或者销售自

己的产品，网站没有其他卖家，所有产品均由自己发布，因为网站小

知名度低，卖家需要自己做好流量导入工作。自营网站中我们推荐基

于特定市场特定品类的垂直独立站。 

① 垂直独立站：时机、市场与产品是关键因素 

规模较大的自营类网站是从欧美市场早期切入开始布局。就自营

模式而言，自营模式主要代表企业包括兰亭集势、环球易购、米兰网、

DX、执御、Sheln、典尚等。执御和 Sheln 是近年发展起来的针对小

语种市场的垂直品类销售，兰亭集势、环球易购、DX 等则是早期在

欧美跨境电商市场尚未成熟时已切入布局的自营网站。这是由于当第

三方综合品类平台尚未形成规模时，垂直自建站有利于积累客户。 

图表112： 欧美主要自营类网站 

 兰亭集势 环球易购 DX.com 

成立时间 2007 年 2007 年 2006 年 

上市情况 2013 年在纽交所

上市 

2014 年被跨境通

收购 

2011 年被易宝收

购 

营业收入 3.3 亿美元 39.4 亿元 7.6 亿港元 

核心品类  服装、电子类 服装、3C、家居等 3C 消费电子产品 

主要国家 欧美 美国、加拿大、英

国 

欧美、拉美、俄罗

斯 

欧洲占比 63% 49.88% 55.93% 

北美占比 21% 40.71% 11.03%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垂直独立站的品质很重要，跨境电商厂商通过对特定市场的分析，

从某品类入手，结合社区资源进行垂直品类营销。应通盘考虑，注重

本地化体验。对比综合和垂直出口电商，传统的出口电商多为商品导

向，业务来源很大程度上依靠搜索比价，针对垂直人群的电商看重社

交网络及社区培育对于电商的转化率，相对容易培养用户的忠诚度，

有机会实现用户黏性和高客单价。 

相比于在第三方平台开店，独立网站建站需要通盘考虑，针对的

目标市场、售卖的产品、网站的引流、数据的搜集等，注重本地化体

验与运营，使用垂直品类、小语种国家多语言选择等策略综合。在前

端流量获取上，依托于当地主流媒体推广、网盟及社交网络广告投入、

优化的页面编辑和线上产品运营，有助于建立并强化外贸电商在当地

市场的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在后端商品以及物流体验上，基于本地

渠道的高质量服务将进一步推动业务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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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3： 亚洲/大洋洲增速 Top 品类  图表114： 欧洲增速 Top 品类 

 

 

 

资料来源：DHgate.com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DHgate.com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15： 拉美增速 Top 品类  图表116： 北美增速 Top 品类 

 

 

 
资料来源：DHgate.com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DHgate.com  方正证券研究所 

 

② 垂直独立站的典型案例分析：Sheln、执御 

基于自建网站的垂直品类销售重在其品类与运营综合管理的能

力，以 Sheln 和执御为典型。 

Ⅰ.欧美市场典范—Sheln  

图表117： Sheln 销售品类  图表118： Sheln 销售市场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Shein 作为一家主要面向欧美地区以出口电商业务为主的跨境快

时尚公司， 2016 年用户数达上千万，覆盖全球 224 个国家和地区，

年销售额 15 亿，日均发送包裹 5 万个，成长速度锐不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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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新兴市场典范—执御 

图表119： 执御销售品类  图表120： 执御销售市场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浙江执御旗下的移动端 APP Jollychic 专注于时尚生活消费品的

全球在线零售，产品品类包括男/女性服装、鞋包、配饰、家居、母婴

童玩、美妆美体与 3C 等，成立不到三年，2015 年销售额为 1 亿美元。 

图表121： Shein 和执御的对比图 

 Shein 执御 

产品线 由单一的女装逐步扩展到珠宝、化妆品、鞋子以及箱包产

品 

包括男/女性服装、鞋包、配饰、家居、母婴童玩、美妆美体

与 3C等 

市场范围 除了主站外，先后建立了西班牙站、法国站、俄罗斯站、

德国站、意大利站以及阿拉伯站  

主要市场目标为 25-40 岁的中东地区女性，其对价格敏感较

低，需求更旺盛，消费面也更广；  

经营模式 所有产品均由自己完成设计、生产，并通过官网和官方 APP

销售，其在设计上采用“C2B反向选款+社交众筹投票”的

模式，依靠大数据预测销量和产能，且在广州、美国、迪

拜等地均设有分支机构，以更贴近市场需求 

目前其近百人的专业买手团队在全国各地寻找合适的品牌和

产品，第一时间洞悉时尚资讯并迅速发掘好货并将样品寄到

杭州；且通过其自主研发的大数据智能系统（拥有 20多项知

识产权）用于商品买手体系，进行流量的引入、用户的留存

和价值挖掘  

供应链整合

能力 

拥有强大的服装设计和生产能力，且能够处理刺绣、印刷、

水洗等较为复杂的工艺，同时具有平衡自有供应链和外包

工厂的能力 

根据大数据系统的流行趋势分析结果与厂商合作，通过少量

样衣的生产所对应的客户点击量指导厂商进行生产决策，并

对其对接的近千家供应商进行培训和指导，其中包括对时尚

感的培训以及短期内的流行趋势，以整合期供应链能力 

营销模式 2011 年，Shein 率先开始用“网红推荐”的方式为站点引

流，成为网站流量的主要来源，ROI高达 1：3；现今 Shein

已考虑转向投放诸如电视、Youtube 首屏广告较为传统的

营销方式，并结合电商营销社交化的趋势，在网站上开设

“买家秀”专栏，以及在自己的网站和 App 上做直播，以

较低的成本多维度地提高了营销能力 

通过其销售渠道即 APP 上 1000 万的用户量，在中东地区实

现了 95%销售额，此外基于大数据营销系统，公司后台将顾

客标注为一万种不同的标签，包括顾客的自然属性、社会属

性、行为属性及消费属性等，标签相互组合，将群体极致细

分，其在海外网站的广告投放的用户转换率可达近 30% 

物流 北美分公司和欧洲分公司作为境外的仓储和物流配送中

心，提高了客户体验 

借助杭州综试区的制度创新以及便捷的物流条件，该公司一

件衣服从杭州仓库送到沙特阿拉伯的客户手中，不到一周时

间，其仓库类似速度很快的中转站，通过精准营销和快捷物

流，实现了几乎为零的库存率 

融资 2015 年 7 月 12 日获得了由 IDG 和景林资本领投的超过 3

亿元人民币的 B 轮融资，同年收购多家同行优秀公司，包

括 Romwe 

2015 年 5 月被上市公司富安娜以自有资金 2250 万元溢价认

购其 5%的股份，估值达 4.5亿美元，溢价 24倍 

优势 目前有 2 万 SKU，最快可以做到 3 天打版出货，每天可开

发 200 款产品，在日上新数量和出货速度上，Shein 已经

超越了 Zara；此外 Shein 移动端在欧美移动电商排名非常

靠前，用户 300 万，2015 年末，SheIn 已经完成 APP 法、

德、西班牙语的本地化，即将向欧洲推广 

Jollychic”的市场在“海湾六国”中占有率排名前三，可以

实现每天上 500个新款，令执御处于时尚前沿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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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引流—产品品质提升站内引流，社交营销势头强 

渠道引流包括站内引流与站外引流，第三方平台的引流方式以站

内引流为主，随着平台要求越来越严格，厂商越来越多，站内竞争越

来越激烈，站外引流、站外比拼，是超越竞争对手的重要因素，是平

台流量向外争夺的趋势。独立站是站外引流，随着社交化的发展，社

交平台营销可以达到低价高效的结果。 

（1） 第三方平台以站内引流为主，规则依赖性强，品质把控趋

严 

第三方平台站内引流方式有搜索、排行榜、关联推荐、分类导航、

活动推广，产品的销量、产品类别、顾客好评等因素会影响免费流量

推广，需根据平台规则来制定具体策略。亚马逊不允许刷单，产品销

量、关键词匹配、用户好评、物流速度等综合因素成为网站排名的主

要依据，是品牌商的主战场；eBay 和速卖通相对宽松；Wish 会根据

大数据的用户购买习惯进行差异化推荐。 

第三方平台聚集的流量最多，所以能利用好平台，做好产品，从

站内导流，是平台卖家的主要做法。 

图表122： 第三方平台站内引流方式 

亚马逊 eBay 速卖通 

优化 listing,亚马逊产品为王，

listing 优化取决于关键词、标题、

Bullet Points、Search Terms、产品

描述和产品评价等 

平台给予流量，新上架的 listing、

新账号、平台主推的分类都会给予额外

流量 

速卖通站内 SEO, 通过优化店

铺和产品的站内 SEO 要素来获取站

内搜索流量，通过这种方法带来的流

量是最优质的，转化率非常可观 

亚马逊赞助商品广告，亚马逊的站

内广告是使用竞标的方式，同个分类内

出价高者得，以点击量付费 

店铺活跃度，eBay 对店铺有一个新

品活跃度的考核，店铺里面每天要有新

的产品上线，来带动整个店铺的曝光 

多产品、打造爆款，通过上传多

个产品，覆盖更多的用户需求点，从

而获得更多的流量来源，打造爆款可

以提升销量，获取流量 

促销与秒杀，设置促销的 Listing

可以和店铺的其他 Listing 相互辅佐，

起到流量的相互拉升作用；秒杀是独立

页面活动，有非常大的流量 

拍卖引流，拍卖是 eBay 出单最快的

方法，低价拍卖可促进排名和店铺活跃

度，同一款产品的拍卖如果效果好的话

可以提高固价的销售 

橱窗推荐，速卖通在卖家达到一

定等级或者一些活动里面会赠送橱

窗推荐位置 

 关联促销，关联产品会相互影响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站内流量成本越来越贵，站内规则越来越严，往品质化方向发展。

随着站内流量的增长，第三方平台要求也逐渐趋严，平台流量成本越

来越贵，亚马逊、eBay 等纷纷调整产品佣金比率，而自美国时间 2016

年 10 月 10 日 0 点开始，速卖通平台将服装、家居、玩具以及假发等

类目佣金比例从 5%调整为 8%。各平台产品产品把控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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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3： 亚马逊佣金调整  图表124： eBay 佣金调整 

 

 

 

资料来源：亿邦动力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亿邦动力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25： 公司平台费用上涨 

 海翼股份 百事泰 傲基电商 赛维电商 

年份 2016 年 2015 2014 2016 年

1-6月 

2015 2014 2016 年

1-6月 

2015 2014 2016 年

1-3月 

2015 2014 

平台费

用占比 

68.30% 23.34% 21.34% 25.40% 10.80% 6.71% 10.73% 9.07% 7.03% 18.18% 11.83% - 

 有棵树 择尚科技 价之链 爱淘城 

年份 2016 年

1-6月 

2015 2014 2016 年

1-6月 

2015 2014 2016 年

1-6月 

2015 2014 2016 年

1-3月 

2015 2014 

平台费

用占比 

8.17% 7.02% 12.82% 10.35% 5.61% - 18.43% 16.27% 40.24% 11.64% 5.46% 0.93%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2）平台流量向外争夺，社交营销势头强劲 

随着平台的发展，平台的费用率逐渐增高，站内引流成本渐涨，

流量出现向外争夺趋势。第三方平台的规则性强，且成本逐渐增加，

推广手段单一，使得新近入的厂商难以在平台生存，而站外引流的社

交个性强，用户粘性大，聚众效应可引发我营销，节省宣传推广费用，

互动性强。 

站外引流方式多，有搜索引擎优化、邮件营销、社交平台、广告

联盟、导购网站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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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6： 站外引流方式汇总 

 搜索引擎优化 邮件营销 社交平台 广告联盟 导购网站 

途

径 

Google、Bing、

Yahoo以及本地的搜索

引擎，优化包括 web 端

的 SEO、PC 端的 ASO 

群发邮件和

许可式邮件营销 

Facebook、Twitter、

Reddit、Snapchat 等社交

网站，Facebook 等视频

网站，Instagram、

Pinterest 等图片分享平

台 

谷歌的 google 

adsense 是最大的

国外广告联盟，

google AdMob是最

大的移动应用广告

平台 

SlickDeals、

PriceGrabber、

Shopping、Fatwalle、 

Kaboodle 等折扣和

比价购物网站 

特

点 

关键词是关键，搜

索引擎优化算法技术

不易突破，但依然是流

量的主要入口 

群发邮件简

单粗暴，许可式

邮件营销针对性

强，通过绿色通

道，用户接受度

高。 

社交平台重分享、

传播、口碑，可互动，

且成本低，对于品牌快

速曝光、产品宣传、口

碑塑造都有无法比拟的

优势 

- -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随着随着消费者的消费多元化、跨境电商社交化趋势也将愈加明

显，社交营销的势头强劲。2016 年，全球社交媒体用户 23.1 亿人，

相当于全球人口的 31%。大量的受众带来了大量的机遇，Shareaholic

通过在 4 个月内对 300,000 家网站的追踪，结果显示，社交媒体的推

荐将会为一个网站贡献 30%的浏览量。 

 

图表127： 全球社交媒体人数 

 

资料来源：we are social  方正证券研究所 
 

社交营销有不同的方式，途径包括 Facebook 等社交网站、Youtube

等视频网站、Instagram 等图片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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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8： 社交营销方式 

 特点 营销方式 其他 

Facebook 目前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每月活

跃用户数高达 13 亿人，大约有

3000 万家小公司用户以及 150 万

的付费广告企业 

人群划分维度较广，可根据目标群体

的行为表现进行精准筛选以进行定向

投放 

流量大，营销技巧多样 

Twitter 全球最大的微博网站，注册用户超

过 5 亿，是关于兴趣类话题和以内

容为主的社交媒体和传播平台 

可根据店铺产品所在品类关注特定群

体，了解潜在买家的购买兴趣点和需

求，随时针对性地推送产品。同时，

可以利用社会认同感，细化平台的运

用增加关注量以及营造关注优势 

Twitter 于 2014 年推出了购物

功能键，商家可在贴文加入购

买键，进行网上销售 

Pinterest 全球最大的图片分享网站，图片数

量超过 300 亿张，也是为项目和兴

趣发现创意点的图片社交网站，用

户群体 68%是女性，大部分来自

欧美国家 

卖家以图片的方式推广其相关产品和

服务，用户可以直接点击该图片进行

购买；根据其不同分类，卖家可找到

自己所属品类对应图片类型的关注度

和喜好度，并以此作为选品参考，或

装饰店铺以提高流量； Pinterest 通过

收集用户个人信息，建立偏好数据库，

以帮助广告主进行精准营销 

Pinterest也于 2014年推出了广

告业务，卖家可建立品牌主

页，或购买 Pinterest 基于其自

身建立的偏好数据库的广告

推送进行营销；在谷歌浏览器

中，有一个插件可以将商店的

图片一键分享到 Pinterest 中 

YouTube 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具有病毒式

的推广效果 

开通一个 YouTube 频道，通过上传幽

默视频、有创意的视频进行产品广告

的植入，或找一些意见领袖来评论产

品以做成宣传片，并进行推广 

制作视频成本较图片、推文等

更高，也具有较多的营销技巧 

Reddit 美国最大的论坛站，也是美国第 7

大网站，有 2.34 亿用户，是个社

交新闻站点，大多数用户是年龄在

35-44 岁之间的男性  

用户偏好独特有趣的东西，允许用户

自己创立话题版块，每个版块必须订

阅以后才能看到相关的信息，更加适

用于男性商品的营销 

跟亚马逊卖家相关的版块主

要 有 amazondeals 、

amazontoprated 和

shutupandtakemymoney 等 
 

资料来源：雨果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第三方平台与欧美地区成熟自建站中直接访问、引流和搜索引擎

的分布占多数，以执御为代表的新兴世界自建站中社交平台的占比增

多。在社交平台中，尤以 Facebook、Youtube 的占比最多。 

 

图表129： 第三方平台与自建站的引流方式分布 

 直接访问 引流 搜索引擎 社交平台 邮件 广告 

亚马逊 42.04% 22.75% 25.75% 4.28% 4.47% 0.70% 

eBay 47.02% 20% 25.33% 3.01% 4.40% 0.24% 

速卖通 44.20% 20.64% 20.01% 6.70% 4.51% 3.94% 

Wish 46.12% 14.13% 21.69% 7.24% 8.61% 2.21% 

DX.com 34.99% 16.95% 31.31% 4.98% 4.66% 7.11% 

环球易购 27.28% 30.13% 20.54% 8.07% 5.10% 8.88% 

兰亭集势 32.07% 15.11% 31.23% 2.80% 5.53% 13.27% 

Sheln 80.09% 11.16% 0 0 8.74% 0 

执御 28.42% 15.29% 22.15% 22.87% 3.49% 7.78% 
 

资料来源：SimilarWeb  方正证券研究所 
 

 

http://www.cifnews.com/Article/9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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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0： 第三方平台与自建站的社交平台分布 

 

 Facebook Youtube Reddit Pinterest Twitter 

亚马逊 37.68% 31.54% 17.15% 6.23% 2.12% 

eBay 45.86% 24.08% 12.42% 7.15% 3.17% 

速卖通 27.70% 21.39% 2.52% - - 

Wish 87.47% 9.12% 0.76% 0.70% - 

DX.com 77.20% 10.97% 5.06% - - 

环球易购 52.02% 16.34% - 24.48% 3.44% 

兰亭集势 74.10% 10.94% - 11.11% - 

执御 91.34% 5.49% - 0.47% 1.89% 

资料来源：SimilarWeb  方正证券研究所 
 

社交营销商家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及平台特点来选择合适的

方式来引流。从平台的男女比例、国家、年龄范围，根据自己的产品

看适合哪个平台切入。Facebook 在各大市场的使用率均远远领先所有

社交平台，以东南亚为例，使用 Facebook 的马来西亚用户占比 93%，

菲律宾用户占比 79%，泰国占比 96%。Facebook 可以实现个人兴趣与

商业广告的精准契合。  

图表131： Facebook 平台特点  图表132： Youtube 平台特点 

 

 

 

资料来源：鹰雄汇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鹰雄汇  方正证券研究所 
 

引流的原则是不同形式的引流载体选一种即可，走多渠道推广道

路，移动端的商业机会正在显现，合理地运用社区营销工具，可以实

现大量地引流客户到独立网店下单，专注开发小语种国家地区的客户。 

站外引流的推荐策略有 Facebook+ Youtube+邮件营销，此外还可

以选择适合的 deal、Coupon 站点以及团购网站洽谈合作。 

从站外引流构建的独立站流量池，也可以引到第三方平台，从而

实现双渠道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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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3： 独立站流量池 

 

资料来源：富链  方正证券研究所 

3.4 物流：全方位布局海外仓，构建跨境物流整体解决方案 

3.4.1 跨境物流链条长、专业性强、方式多样，需要整体解决商 

一般贸易物流是批量大、运作成熟、物流费用较低，采用集装箱

运输；B2C 跨境物流是高频次、碎片化，单批品类多，采用小包裹运

输，物流复杂度和费用都高。 

 

图表134： 一般贸易物流方式  图表135： 跨境电商物流方式 

 

 

 

资料来源：艾瑞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艾瑞  方正证券研究所 
物流环节中还有一环重要的通关环节，通关涉及的部门有商检局、

边检局、海事局、港务局、税务局、银行、海关、外汇等。通关流程

分为国内报关出口和国外清关进口。 

图表136： 通关相关部门 

 

资料来源：跨境电商研究中心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国内报关出口。跨境电商通常采用小包、快递等方式配送，额

小量频，目前是“清单核放、汇总申报”的通关方式。国家打造了跨境

电商通关服务平台（海关）、公共服务平台（政府）、综合服务平台（企

业）3 个电子商务平台来配合企业出关。中国报关出口享有出口退税

政策，不同货物的退税率不同，主要有 17%、14%、13%、11%、9%、

5%等五档退税率，一般跨境电商的热销品的退税率都在 11%-17%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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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7： 跨境电商通关流程  图表138： 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关系图 

 

 

 
资料来源：雨果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雨果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国外清关进口。现多采用电子商务的申报方式清关，各国政策不

同，主要由商品价值和运输方式决定，清关后需要缴纳进口税金，进

口税金包括关税与进口增值税 2 大部分。欧美两大主流市场对中国卖

家的合规性经营要求越来越高。欧洲加强了合规税务监管力度，如英

国 VAT 监管，美国对卖家的合规性经营要求提高主要表现在专利法

上。以关税为重要财政收入的国家，如中美洲、非洲等，对影响关税

的贸易行为更可能采用较严厉的反弹措施。 

跨境 B2C 方式多样，典型的物流方式有 4 种，分别是邮政小包、

国际快递、海外专线和海外仓。综合来说，派送时间方面，海外仓<

国际快递<海外专线<邮政小包；价格方面：邮政小包<海外仓<海外专

线<国际快递。 

 

图表139： 跨境电商 B2C 物流方式比较 

模式 特点 运 费

（中-美

1kg） 

报税 抽 检

率 

耗时 优点 缺点 

海外仓 对卖家供应链管理要求

高，适于低值易耗品 

20 一般贸

易清关 

每 票

申报 

1-5 天 价格最低、时效

快 

提前备货有库

存风险 

海 外 专

线 

航空包舱方式，针对需求

量大、热门的线路 

102 一般贸

易清关 

每 票

申报 

5-8 天 价格适当、时效

快 

线路仅限热闹

航线 

邮 政 小

包 

覆盖最广、费用最低，70%

包裹邮政递送 

90.5 邮关清

关

（￥ 20

0 以下

名 报

关） 

20% 亚 洲 邻 国 

5-10 天； 到欧

美 主 要 国 家 

7-15 天； 其他

地 区 和 国 家 

7-30 天。 

避税，线路覆盖

广，通关能力

强，价格便宜 

时效慢，对包

裹重量、尺寸

有 限 制

（<2kg），出口

退税麻烦 

国 际 快

递 

适合高值产品，分国际快

递

（ UPS\DHL\FEDEX\TN

T）和我国快递（邮政

EMS\顺丰\四通一达），国

内快递加快布局 

350-560

，国内

快递费

用稍便

宜 

快件清

关

（￥ 20

0 以下

免 报

关） 

每 票

申报 

2-7 天 速度快、服务

好、丢包率低 

价格贵、资费

变化大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物流服务包括国内国外物流、仓储服务、配送上门等流程，目前

如 UPS、DHL、中国邮政等大型物流供应商提供全产业链的物流配送

服务，部分企业则只提供其中的一部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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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物流的链条长、专业性高、方式多样，涉及不同国家的不同

政策条款、国内外物流环节的衔接、与平台的物流对接等环节。跨境

电商物流企业面临更长的物流链条，尤其是海外市场已发展多年的货

物流通渠道，对其整合产生的价值也就越高，这是痛点之一；在通关

环节既做到合法合规又做到快速高效，提升最终消费者客户体验，这

是痛点之二。报关成本高，跨境电商小额交易、出货频次高、品类繁

多；出口退税困难，退税流程的不完善导致大部分卖家享受不到退税

好处。在这种链条繁杂、专业性要求高的跨境物流环境下，便需要系

统性跨境物流整体解决方案商。 

对于大体量的跨境电商卖家，其最核心的优势是流量以及由此派

生出来的大数据运营能力，电商企业根据销售大数据在生产国和消费

国建立仓储布局，将干线运输、清关及前后末端配送外包给传统物流

企业加以解决，自己构建 IT 系统，实现物流环节的通畅对接，如有

棵树、百事泰都是自己构建系统；而对于小体量的卖家，则可与综合

物流服务商合作，如出口易等公司，它们会提供从海外仓储、干线运

输、清关、国内仓储等全套跨境物流服务。 

3.4.2 海外仓将成为常态 

海外仓是随着跨境电商的兴起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崭新的物流模

式。海外仓模式有三个部分：头程运输、仓储管理和本地派送。头程

运输是从中国商家通过空运、海运等发到海外仓库，常见的发货方式

有直发快递、空运+派送、海运头程、海外仓调拨等，价格对比，海

外仓调拨<海运头程<空运+派送<直发快递，时间方面，海外仓调拨<

直发快递<空运+派送<海运头程；仓储管理包括仓储、分拣、包装、

贴标签等一系列服务；本地配送是在海外客户下单后，直接从海外仓

发货，通过目的国本地物流或快递发到最终客户手中。 

 

图表140： 海外仓流程图 

 

资料来源：亿邦动力  方正证券研究所 
海外仓是本土化售后建立的基础。并且，作为海外仓，建立中间

的主线物流后，物流成本会降低，加上在本土跟其本地物流企业合作，

效率和服务质量都会增高。 

（1）消费者角度，本地化服务享受 

对于消费者来说，海外仓可以提供更好的本地化服务。商品的送

达时间更短，可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更好的服务，海外仓方式的购买率

高于其他。消费者更愿意为增值的服务付费以及增加二次消费，从而

拓展了企业出口盈利的空间。据 eBay2015 年发布的《海外仓：跨境

电商新常态》报告称，我国海外仓商品的顾客好评率提高了 30%，平

均售价也比同类商品高出了 30%，平均销售量则是中国本土发货的3.4

倍。 

跨境下单后的物流配送时长、退换货服务便利程度是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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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仓可以提升消费者的体验，尤其是在黑五、双十一等销量特别大

的时节。 

（2）卖家角度，海外服务中心布局 

对于卖家来说，海外仓发货卖家排名可大幅靠前， 使用海外仓发

货的商品将有清晰的本地发货标识、货物来源及预计送达时间，在搜

索页面有筛选项，平台会对海外仓发货的卖家有支持。 

企业布局主要的出发点是海外仓作为海外服务中心，可提供本地

化服务。企业将货物批量出口到海外仓，可实现本地销售、本地配送。

有 94%的卖家有意使用第三方海外仓推进电商本土化，满足客户本土

退换货、本土售后、本土客服、本地营销等问题。 

 

图表141： 跨境卖家本土化诉求比重 

 

资料来源：雨果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卖家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的升级和变革，由竞争走向本土化的

合作，利用海外仓提高自己的品牌影响力。海外仓模式依托大数据平

台可精准预测，提前备货，对商家在综合品类管理、数量选择方面有

要求。 

而在海外仓位置选择、仓内货物选择以及与平台、货代公司的配

合等综合因素变得重要，需要结合公司 ERM 的大数据分析结果、公

司的市场战略，同时结合第三方平台的战略来综合部署，并协调淡旺

季存量的差异。从成本角度考虑，日均订单量在 1000 单以上时建仓

才能平衡仓库、人工等成本。 

图表142： 卖家建仓情况  图表143： 海外仓国家分布 

 

 

 

资料来源：易仓科技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易仓科技  方正证券研究所 
 

（3）平台角度，布局海外仓，提供优质服务 

对于平台来说，各方积极构建自己的物流系统，提供完善的优质

服务。平台为了提高用户体验以及资金流转，开始引导卖家使用海外

仓发货，尤其 eBay、Wish 举措明显。eBay 将利用流量扶持、补贴等

方法引导 eBay卖家使用海外仓，并且指出如果卖家没有使用海外仓，

其账户还会有被冻结的危险。WISH 的海外仓发展比较晚，但 WISH

掌握客户需求、熟悉物流的相关政策法规，用大数据嫁接，对流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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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优化，分阶段支持有潜力的优质卖家使用海外仓，迎合 C 端。 

亚马逊物流技术核心是大数据指导下的模式创新，实现精准物流

配送，亚马逊的物流体系会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时间进行科学配载，

调整配送计划，实现用户定义的时间范围的精准送达。亚马逊的海外

仓即为其 FBA 布局，在 FBA 体系下，亚马逊将跨境物流链条中的清

关、干线运输、无自有仓库地区等业务外包给第三方物流服务商，衍

生出了 FBA 头程仓储服务派送等系列服务。 

亚马逊平台之后将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通过实现订购、运输和

交付过程的自动化来颠覆市场，打造成为全球运输和物流专家，平台

已经开始租赁飞机，并注册了一家海运预订公司。 

 

图表144： FBA 流程  图表145： FBA 费用组成 

 

 

 

资料来源：亚马逊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亚马逊  方正证券研究所 

 

eBay 计划在 2016 年推动物流伙伴开发通往墨西哥、巴西、智利

等国家的物流线路，以及通往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国际经济型物

流服务。同时，eBay 还会推动物流伙伴在更多国家推出海外仓，外仓

的交易将纳入考量范围。 

 

图表146： eBay 英国仓  图表147： eBay 德国仓 

 

 

 

资料来源：eBay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Bay  方正证券研究所 
 

速卖通发布物流升级政策公告，推荐卖家使用时效更快、物流信

息全程可跟踪的标准类、快速类物流，允许使用线上经济类物流，禁

止使用无挂号平邮的线下经济类物流。2016 年 7 月 1 日开始支付成功

的订单，需要按照新的物流方案政策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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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8： 速卖通跨境物流模式 

 

资料来源：速卖通  方正证券研究所 

3.5 支付：基于平台的第三方跨境支付服务 

3.5.1 第三方支付后起之秀，蓬勃发展 

跨境支付主要指在借助结算工具和支付渠道实现资金的跨国转

移。盈利模式主要是以跨境交易额为基，收取以一定费率计算的手续

费，汇兑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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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9： 跨境支付方式 

跨境支付模式 特点 收费 主要应用场景 备注 

电汇 最早出现；5-7 天到账, 

先付款后发货 ,过程繁

琐，收费项较多  

电报费+手续费+中转

费报价：百分比+特定

费用; 

跨国银行间往来,如

Swift 

Swift code 或国家代码为每个

银行的身份识别码； 0.8‰， 

16- 160 美元/笔，电讯费 100

元/笔，中间行扣费 15-25 美元 

国际卡组织 接入方式相对麻烦，需预

存保证金且手续费较高，

汇款后 2 天内到账 

1.x%（欧洲）； 

1.8%-2.5%（亚太）； 

2.8%-3%（中国） 

线上海淘交易 , 以

VISA、MASTER 为

主，包括：POS 线

下及在线 MOTOR 

VISA： 0.8‰, 16 -160 元/笔；

电讯费 100 元/笔，无中间行

扣费, 两天以内到账 

银联国际 安全性较高 1.5%-2% 线下 POS 机刷卡 国外成员行主要以国际通用

的  EMV 标准实现与中国银

联的资金清结算 

专 业

汇 款

机构 

西 联

汇款 

手续费由买家承担；卖家

可先提钱再发货  

分级收费： 15 美元、

25 美元、30 美元、40

美元不等 

适用范围： 1 万美

金以下的小额支付 

对买家来说风险极高，不易接

受，且需两者同去西联线下柜

台操作 

速 汇

金 

3-5 天到账 分级收费：8 美元、15

美元、25 美元 

单笔<1 万美元，每

天每人累计< 2 万

美元 

全球 150 个国家和地区,代理

网点总数超过 50,000 个，收

款人凭编号即可收款。 

信用卡收单 合作门槛高，有拒付风

险；可实时到账 

2.2%-3.0%   

支票 合作门槛低，有冒领风

险；可 40-60 天到账 

电讯费、手续费   

第三方支付 合作门槛低，有盗号风

险；可实时到账；  

1%-1.5%（最低） 小额跨境支付，

10-15min 到账 

支付机构需要有支付牌照+支

付许可证，可做全链条交易，

以 PayPal、Payoneer 为主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第三方跨境支付机构特指获得互联网第三方支付许可及外汇支

付许可的公司。就跨境电商自身的交易需求来看，商家大多主要考虑

的是支付的安全性、便捷性、低费率，传统支付方式手续繁杂、手续

费高（3%左右）、到账时间长（2-5 天）等原因难以满足出口跨境电

商零售业务的多笔小额资金快速到账的需求。第三方跨境支付机构能

够实现实时到账，并凭借 1%- 1.5%手续费的价格优势，满足交易场景

对跨境支付小额、高频、快速的要求，与卡组织、银行电汇等形成错

位竞争。而且，第三方支付办理流程快捷畅通，第三方跨境支付机构

只需电子数据或电子材料即可办理跨境支付相关业务，而不需纸质材

料备案。 

在国外，第三方跨境支付市场已初见端倪， Paypal、Payoneer、

Wordfirst 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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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0： 国外跨境第三方支付方式 

 PayPal Payoneer Worldfirst 

简介 成立于 1998 年，于 2000 年涉足跨境支

付并陆续扩充业务，在其他国家进行推

广，以及加入美元外的货币单位 

成立于 2005 年，同年涉足跨

境支付，最早提供包括跨境电

汇，在线支付等 

成立于 2004 年，设立时就致力

于提供快捷、公平、省事的跨境

支付服务 

总部地址 美国加利福尼亚 美国纽约 澳大利亚 

合作平台 eBay、Airbnb、Agoda 等 亚马逊、wish、Airbnb、Lazada、

Newegg 等 

亚马逊、日本乐天、Newegg、

Cdiscount、PriceMinister 等 

覆盖范围 203 个国家 210 多个国家、100 多种货币 100 多个国家 

平均处理时

间 

3-4 小时；连连支付 2-3 天 3-4 小时；第三方支付转账到

国内银行账户 1-3 天 

1-2 天  

收费 35 美元提现手续费，12-15 美元中转费；

与连连支付合作人民币只需 1.2%提现

手续费 

ATM 取款每笔 3.15 美元+约

3%的汇损；转账银行账户收

取 2%提现手续费 

美金、英镑或欧元转换成人民

币，且每笔金额不少于 250 元美

金或等值其他货币的费率为 1% 

金额限制 150 美元起提 200 美元起提，人民币入账不

受每年 5万美元个人结汇限制 

 

币种 美元，加元，欧元，英镑，澳元，日元，

新西兰元，港币等多种货币 

美元、欧元等 美元、日元、英镑、欧元、加元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3.5.2 基于平台的跨境支付方式选择 

 

对于跨境电商卖家来说，安全性是首要考虑因素，其次是费率和

服务。就政策目的（外汇储备的可控性与资金流动的安全性）考虑，

第三方支付终究不会是多头，而是便于监管的少数寡头竞争模式，扮

演资金流动渠道的角色。 

跨境交易市场中，第三方平台交易市场占比大，故与第三方平台

结合的支付方式是卖家的首选。 

 

图表151： 第三方平台支持的跨境支付方式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交易手续费是第三方支付机构在提供跨境支付服务时收取的服

务费，是跨境支付的常规盈利模式。借助第三方跨境支付渠道的诸多

https://www.baidu.com/s?wd=%E6%96%B0%E8%A5%BF%E5%85%B0%E5%85%83&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zPHKBnWTvm1Rsujn1uhw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TdPWcvnjnznHndn1T3PW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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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支付机构在费率上调控空间较大，在激烈的价格战过后，第三

方跨境支付机构的费率已由 3%降至目前的 1%-1.5%，降费竞争的空

间已不大，且压缩盈利空间并不具持续性。第三方支付机构现也为跨

境卖家提供支付解决方案、支付系统以及其他增值服务，由过去的以

手续费为主向手续费、供应链金融、综合一体化方案等多种盈利模式

演进。 

 

图表152： Paypal 支付业务综合体系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  方正证券研究所 

 

3.6 跨境电商服务市场尚处起步阶段，发展空间巨大 

出口跨境电商的其他服务生态系统是指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围绕

其支付、物流等服务以外的其他可外包的衍生服务系统，如运营、信

息技术、营销、检测、培训等服务，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出口跨境电

商的经营效率。而国内电商和出口跨境电商的其他服务生态系统有很

多共通之处，从国内电商入手分析推及出口跨境电商服务市场，我们

认为跨境电商服务尚处起步阶段，发展空间巨大，以营销服务、信息

技术服务和本地化服务为典型。 

3.6.1 电商服务滞后于电商市场发展，跨境电商服务尚处起步阶段 

电商服务商的发展阶段滞后于电商自身的发展体系。1999 年国

内成立了一批以 8848 网站、易趣网、阿里巴巴等电商网站，电子商

务开始发展； 2002 年年底电商数量迎来爆发点，中国电商进入了飞

速发展阶段，而依托于电商行业的服务业也开始出现，进入萌芽期。

至 2010 年底，其技术服务和推广应用协调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电

商行业的生态体系已较为稳定，而电商服务平台集成了 IT、运营、营

销等多种服务需求，奠定了电子商务服务业进入高速发展期的基础，

自此我国电子商务服务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3 年以后随着

淘宝服务商门户网站的建立，电商服务业的生态体系的也日趋完善。 

国内电商服务业的主要形态即为电商代运营服务，因此从电商代

运营的市场规模即可窥得整个电商服务市场的发展趋势，2010 年放量，

2013 年后增长趋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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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3： 国内电商发展与电商服务业发展  图表154： 国内电商代运营服务行业市场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  方正证券研究所 
 

目前我国跨境 B2C 仍处快速发展阶段，由此可预测我国跨境电商

服务商将进入快速增长期，蕴藏巨大的市场潜力。 

图表155： 中国跨境 B2C 市场发展 

 

资料来源：易观智库  方正证券研究所 
 

3.6.2 跨境电商服务市场空间巨大 

（1）零售电商卖家外包非核心业务给服务商可使经营效率最大化 

电商服务商对线上生态了若指掌，熟知客户需求和市场格局，可

提供专业化的、高性价比的服务，优化电商企业的经营效率。 

线下厂商线上化需借助专业性强、性价比高的服务商。线下厂商

终端销售持续疲软，驱动了其逐渐向线上布局，但由于电商市场竞争

格局已然激烈，线下厂商受经验和技术不足的限制，无法及时对迅速

变化的电商环境和消费活动做出反应，均面临线上渠道薄弱、经验匮

乏的困境，因此借助专业性强、性价比高的服务商来完成线上转型也

是优质之选。 

 

图表156： 线下厂商面临线上环境 

产品供应端 产品营销端 

线下厂商习惯于数量大、批次少的订单，而电商则需数量

少、批次多的订单 

电商运营者需熟悉平台的每一个运营环节 

网购产品强调性价比，需寻找性价比高的供应商 需制定合理的采购计划，合理备货 

需有快速响应的仓储物流体系 线上营销多渠道，店铺整体视觉把握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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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服务商以网站搭建托管、 IT 设施搭建、大数据营销、仓储

物流服务和客服管理等服务对接线下厂商，以电商官网、平台旗舰店、

移动端店面及新零售渠道店等渠道引流消费者，帮助线下厂商取得线

上渠道的顺利扩张，以实现盈利的迅速提升。就服务商的运营效率来

看，远高于电商自身的运营效率，此外不同行业间也有所差异。 

 

图表157： 天猫运营服务商运营效率 

行业分类 效果 

所有行业 运营服务商单店平均成效为普通商家店铺的 2 倍 

服饰鞋包 运营服务商单店平均成效为普通商家店铺的 3.2 倍 

时尚百货 运营服务商单店平均成效为普通商家店铺的 2.3 倍 

家电 运营服务商单店平均成效为普通商家店铺的 4 倍 

家装家饰 运营服务商单店平均成效为普通商家店铺的 3.2 倍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因此当下日趋完善的服务商市场上有品类多样的优质服务商可

供传统企业选择，选择电商服务商不仅可以使企业自身降低其转型机

会成本，节省线上运营成本与风险，提高经营效率，更为关键的是可

以有精力继续着眼于产品开发等核心竞争力的打造，而这也将是电商

市场长期竞争的核心资本。随着电商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电商企

业可将非核心业务委托给电商服务商，可很大程度上快速扩张其服务

能力，占据有利的市场份额。 

（2）跨境链条更为复杂，服务市场容量更大 

跨境电商的本质特点是跨国交易，因此相应物流、资金流通的效

率与便捷性，以及信息传递的有效性与即时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

阻碍，需要更为专业的服务才能削弱这些因素的影响，因此面对不同

国别的海关物流流程、不同程度的资金管控与支付方式以及高成本的

本地化服务，为了降低跨境电商的准入门槛以及运营成本，高效适应

海外市场的复杂多变，跨境电商服务商应运而生。 

随着跨境电商消费群体不仅在欧美市场迅速扩张，在新兴的亚非

拉消费市场也迅速崛起，而不同区域的市场文化不同，对应其国内消

费市场的发展程度也不尽相同，即意味着跨境电商面对的消费市场不

仅数量体征更为庞大，市场环境也更为多样化，跨境贸易所面临的终

端消费者需求、目标市场政策、跨境物流方式、电商平台选择等也更

为复杂。 

 

图表158： 跨境电商流程复杂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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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贸易商及制造商开始转型跨境电商，跨境电商服务需求大。

我国制造业全球领先的性价比以及输出全球产品优势，加之跨境电商

市场交易规模高速增长所蕴藏的庞大商机，构成了传统制造商以及贸

易商开始布局出口跨境电商业务强大的内生动力，而近两年亚马逊全

球开店的战略布局、以及 wish 的 Star Factory 项目的相继推出则形成

了其外部助力。但由于传统制造商平台的服务资源有限，以及日益增

强的定制化服务需求，需要更为专业的、性价比更高的服务企业。 

跨境链条的复杂及跨境电商专业化需求使得跨境电商服务市场

容量更大。 

 

3.6.3 营销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本地化服务 

对比国内的电商服务体系，跨境电商服务商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跨境电子商务涵盖实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单证流，随着其交易规

模进入高速发展期，运营公司、软件公司等配套企业都开始围绕跨境

电商企业进行集聚，服务内容涵盖 ERP 系统搭建、营销、质检、保险、

本地化服务等内容。 

 

图表159： 跨境电商服务市场 
 

服务商分类 业务内容 相关企业  未来趋势 

运营服务 以独立第三方服务商的身份全程代理，

为出口企业提供一体化的电子商务解决

方案  

越域网 未来依托于国际主要第三方

平台的服务商体系日趋完善 

信息技术服务 订单下载，打单发货，物流跟踪，库存

管理，采购管理，产品管理，客服管理，

数据分析等 IT 系统的搭建 

E 店宝，网店管家，金蝶 ERP，

用友 ERP，跨境壹号 ERP，管

易 ERP 

支持多电商平台的定制化服

务 ERP 系统占优势 

营销服务 一站式广告营销服务是指为想要拓展海

外市场的中国企业提供 Facebook 和 IG

推广所需的服务，包括海外市场分析、

整合营销策略、素材创意、广告优化管

理、粉丝页运营管理、账户管理等 

Webpower、 ThinkGeek 社交媒体营销份额占比变大 

大数据服务 为适应高频次，碎片化，单批品类多，

物流复杂的经营模式，使用大数据分析

进行全球资源配置以最优化生产成本，

同时实现精准营销 

Amazon、 ESG、 

4PX、Worldfirst 等第三方平台

为商家积极提供大数据服务 

自动化、智能化、精准化 

检测服务 针对不同国家的市场质检要求不同，为

出口商家以及对应厂商进行培训，并建

立相应的检测系统 

中检集团福建公司 在品质管控的手段上将实现

更为高效，实现无纸化、移

动化、网络化办公 

本地化服务 本地化物流、退换货、售后、客服等 刚刚起步，物流厂商、第三方

平台、跨境电商卖家都在布局 

与海外仓结合，海外仓作为

本地化服务中心，提供本地

化体验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1）营销服务与信息技术服务 

全球网络信息传递效率迅速提升，全球消费需求偏好的转向相比

过去更为迅速，同时受制于我国网络开放性的限制，国内跨境电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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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及营销决策等更为困难。此外，随着 Facebook、Youtube、Twitter

等社交媒体更深程度地融入年轻消费主体的生活，跨境电商也面临更

为复杂的营销渠道。面对第三方平台引流成本的逐日高涨以及社交营

销的低价高效，跨境电商在营销渠道上抢占流量以及降成本的内生需

求日益增强，因此营销渠道的多样性、以及庞大的个性化需求成为了

跨境电商营销服务商的助力。 

 

图表160： 多渠道跨境营销服务 

 
资料来源：越域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跨境电商流程的复杂，也使得信息技术定制化服务市场大，需 IT

系统整体构建，比如定价系统、产品调研分析、数据分析、邮件自动

回复、仓储自动化等等。在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

熟，面对复杂庞大的全球市场，竞争格局也更为多样化，跨境电商须

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或产品，同时要主动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提升自身

的运营效率，从而在跨境电商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图表161： ERP 自动化系统 

 

资料来源：远丰电商  方正证券研究所 
 

（2）本地化服务 

跨境电商逆向物流难，退货成本高、手续繁琐、时间长，售后难，

交易双方处不同监管环境下，售后服务维权面对较多壁垒。而海外仓

可作为海外运营中心，提供本地化服务，包括本地化营销、本土售后、

本土物流。针对退换货制定产品质检、加工处理、上架销售等的服务

标准，针对本土售后利用专业人才为产品进行专业维修，并建立更为

专业的本土客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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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62： 跨境 B2C 电商购物者追求的价值  图表163： 本地化需求 

 

 

 

资料来源：雨果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雨果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对于跨境电商，海外本土化是必然的趋势。我们可以将服务体验

分为物流体验与产品体验，其中产品体验方面需要企业不断提升产品

品质，并在个性化定制上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提升议价能力。对于

物流体验改善，只有实现本土化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但本土化的落

地是个巨大的难题，需要企业在运营模式上加大创新力度。  

一方面，本土化与品类密切相关，只有能形成较高重复购买率的

品类才适合推进本土化。本土化的意义在于更好的物流体验，与海外

消费者进行更多的互动，其最终目的在于消费者的重复购买，因此对

于一次性消费的品类，实现本土化的意义并不突出。  

另一方面，通过国内团队+ 海外电商公司+ 海外仓+本地渠道的

运营模式可有效解决本土化的多个难题，包括物流体验的提升，利用

海外仓库与当地市场的成熟配送体系缩短配送时间，同时设立的海外

公司如果能真正实现本土化，将在与消费者的近距离互动方面大幅改

善。 

实现真正的本土化服务，首先需做好本地需求挖掘，其次配合本

土化营销、客服、售后和物流服务。 

 

图表164： 本地化服务 

本土需求挖掘 本土化营销 本土售后 本土物流 

对标本土的传统行业，与当地

传统行业的产品横向对比，分

析差异化，对产品进行微创新 

可以从当地的文化习俗出

发，例如根据当地的节日，

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开发

和营销 

要加强线下服务的支持，特

别是大货或一些需要售后服

务的产品，可由当地客服进

行处理 

在美国准时送达是本土物流

的一个标准，卖家需准确通

知客户到货天数 

通过本土的行业展会挖掘需

求，了解不同市场的目标客户

分布情况，收集不同国家的消

费需求和建议，提高产品品牌

的知名度 

通过注册本土公司，注册

本土元素的 Logo，设计本

土元素的包装等，提高产

品价值，并增加产品的曝

光度 

与当地线下的经销商合作，

提供安装、售后、维修、配

换等服务，或付费找一些义

工组织进行简单的维修 

有海外仓的卖家和服务商之

间可以谋求共享物流，通过

更多的单量，拿到更低的本

地物流价格 

可通过经验丰富的来华的采

购商、当地的报纸、新闻、网

站来了解当地需求 

合作经营或收购国外历史

悠久但目前经营不善的小

品牌，或通过 CE、TS、CT

或德国质检等欧美线下产

品的认证，以让本土营销

落地 

可以在 YouTube 等视频网站

上传使用教程和维修方法的

视频，国外的消费者愿意花

时间去看去学，以降低售后

成本 

前店后仓的海外仓模式，使

线上消费者可上门了解产

品，特别是一些大货，能有

效的促进消费，并减少退换

货物流成本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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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跨境电商将走向何方 

4.1 国内电商历史演进：淘品牌强者恒强，电商服务正大步崛起 

4.1.1 国内电商贸易发展及未来方向 

（1）国内电商发展史 

① 从时间、时代、入口方式三维度看国内电商发展历程 

时间维度：中国电商的发展，从时间来看，总体可分为 4 个时期。 

萌芽与泡沫时期（1999-2002）：中国国内第一批电子商务网站创

立于这段时间，如中国化工网、8848、阿里巴巴、易趣网、当当网、

美商网等，但当时信息化水平较低，大众对电子商务缺乏了解，加上

互联网泡沫等因素影响，电商网站大多举步维艰，超 1/3 网站在这一

阶段销声匿迹。 

复苏与高速发展期（2003-2008）：随着支撑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

设施和政策逐步发展，基础环境不断成熟，物流、支付、诚信瓶颈得

到基本解决，大批网民逐步接受网购，泡沫期后的企业开始复苏并高

速发展； 

白热与转型创新期（2009-2012 年）：传统厂商纷纷涉水电商，竞

争开始白热化，B2B/B2C/C2C 领域各运营商加速商业模式探索，电商

领域百花齐放； 

后电商时代（2013 年至今）：PC 端流量红海，移动端开始崛起，

国内电商格局基本稳定，开始走向差异化、跨界、融合，电商巨头也

纷纷多元化布局、抱团合作，构建电商生态圈。 

时代与入口方式维度：电子商务发展经历了 PC 互联网时代与移

动互联网时代，现在正在步入智能时代，相应的人们通过设备连接互

联网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样且更加便捷，从最初只能通过

PC 端接入，到如今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上网、购物，将来人

们将会通过更多的设备连接互联网，迎来万物互联，消费模式将会更

加多样化。 

图表165： 中国电商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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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电商龙头企业阿里巴巴的发展史映射国内电商发展历程 

阿里巴巴创立于 1999 年，是目前中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电子

商务企业，它的发展映射着整个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与此同时其总

能提前布局抢占市场，成为龙头，无论是 B2B 的国际批发平台与国内

批发平台、C2C 的淘宝网、支付工具支付宝、B2C 的淘宝商城。 

阿里从成立初期便一直专注提供电子商务在线交易平台，目前已

成功融合 B2B、C2C、B2C、搜索引擎和门户，旗下几大电商类型均

为国内第一：阿里巴巴在 B2B 第一，天猫在 B2C 第一，淘宝在 C2C

第一。集团旗下的淘宝网和天猫早在 2012 年销售额达到 1.1 万亿人民

币，超过亚马逊公司和 eBay 之和；阿里 2016 财年电商交易额（GMV）

突破 3 万亿元，将要超越零售商沃尔玛，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商。 

阿里集团业务主要包括 B2B 贸易（alibaba.com、1688.com）、网

上零售（淘宝网、天猫、聚划算、AliExpress）、购物搜索引擎（一淘）、

第三方支付（支付宝）和云计算服务（阿里云），还包括关联企业来

往与菜鸟网络。 

 

图表166： 阿里巴巴主业领域  图表167： 2012-2016 财年阿里巴巴 GMV 及增速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阿里巴巴创业初期从 1999 年做 B2B 开始，到 B2B 核心业务盈利

稳定后，开始从 B2B 到 C2C，2003 年布局淘宝、支付宝，到 2005-2009

年开始围绕核心业务多元化拓展，并购雅虎中国，收购口碑网，成立

阿里妈妈、阿里软件与阿里云、阿里金融等。再到 2008 年 B2C 的兴

起，阿里推出淘宝商城（现今天猫）正式进入 B2C 领域，并在 2008

年启动“大淘宝”战略，做电子商务的基础服务商，为所有的电子商

务公司提供支持和服务，打造电子商务生态系统。2011 年 6 月，阿里

集团旗下淘宝分拆成 3 个独立公司：C2C 淘宝网、B2C 淘宝商城、搜

索引擎一淘网，由此“大淘宝”战略升级至“大阿里”战略，所有电

子商务的参与者均能分享阿里集团的所有资源，包括其所服务的消费

者群体、商户、制造产业链，整合信息流、物流、支付、无线，以及

提供数据分享为中心的云计算服务等。 

现今阿里已形成信息流（阿里巴巴 B2B、淘宝 C2C、天猫、

Aliexpress、聚划算、一淘）、资金流（支付宝）、物流（菜鸟物流、一

达通）及其他服务（购物搜索、云计算）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电子商务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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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68： 阿里巴巴企业里程碑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2）电商发展对其他产业的带动及对零售业的改造 

① 相关产业带动 

电商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如与电子商务密切相关的网上支

付、信用认证、物流快递等相关产业最先被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所带

动，同时这些相关产业的发展反过来也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石。 

带动快递、物流产业发展：快速发展的网上零售市场为中国物流

行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促进传统物流向网络化、信息化的现代

物流转型，并带动快递业务量显著上升。据国家邮政局统计，2008-2016

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复合增速高达 46.1%，快递业务收入复合增速高

达 33.0%。2016 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约 313.5 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 4005

亿，按 13.8 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约 23 个包裹，人均费用约 290 元。

同时早在 2014 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就已超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图表169： 2008-2016 年快递业务量及增长率  图表170： 2008-2016 年快递业务收入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邮政局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邮政局  方正证券研究所 
 

带动支付产业发展：电商迅猛发展，交易规模持续增大，带动第

三方支付业务连续跨越式增长。智研咨询数据显示，2010-2016 年，

我国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复合增速高达 41.7%，网上支付复合增速为

26.0%。2016 年中国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为 4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32.4%；网上支付用户规模达到 4.75 亿，同比增长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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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1： 中国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  图表172： 中国网上支付用户规模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艾瑞  方正证券研究所 
 

带动信用体系发展：电商平台及第三方支付机构积累的海量数据

对国家信用体系建设意义重大。比如，支付宝的电商诚信体系以支付

宝海量数据为基础，全面覆盖商户及个人用户，具体信用评价基础包

括十几类数百个评价指标，使电商诚信体系超越此前以打分或者好评

差评为标准的定性评价。同时基于电商诚信体系，2014 年京东商城、

淘宝网分别推出信用支付产品，根据消费者网购综合情况，由平台来

提供信用额度。2015年 1月 5日，央行发文对阿里巴巴蚂蚁金服旗下

芝麻信用、腾讯旗下腾讯征信等八家机构开放个人征信业务。 

② 零售的改造 

随着技术扩散及应用，传媒业、零售业、制造业、金融业、农业

等各个行业陆续被迁移到互联网。电商是对传统零售业的改造，一方

面电商拓宽了原来只能线下购物的消费途径；另一方面，电商大大提

升零售交易效率，据阿里研究院分析，网络零售的交易效率是实体零

售的 4 倍，同样 1 元的投入成本，实体零售完成的商品成交额是 12.5

元，网络零售能完成的商品交易额是 49.6 元。 

 

图表173： 电子商务拓宽购物路径  图表174： 网络实体零售的交易效率对比 

 

 

 
资料来源：艾瑞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  方正证券研究所 

 

（3）国内 B2C 电商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趋势 

国内 B2C 电商是继 C2C 模式之后开始发展，以阿里巴巴为例，

其零售电商业务的开展起步于淘宝，伴随中国互联网发展与网购热潮，

淘宝迅速成长，丰富商品与低廉价格受消费者喜爱，曾一度是大众网

上购物的第一选择。伴随着国民收入提升，消费者更加注重对商品品

质、品牌的追求，淘宝则逐渐跟不上品质消费的主流大潮，它更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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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商品价格底线的风向标，并且上面假货、山寨横行。于此同时天

猫、京东、唯品等 B2C 品质电商的出现，适应国人消费升级，满足用

户对正品、中高档产品的消费需求正迅速发展，逐渐剥夺淘宝的市场。 

 

图表175： 淘宝发展历程  图表176： 天猫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易观智库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易观智库  方正证券研究所 
 

淘宝也因此走向没落，逐渐被消费者者所淡忘，而天猫正在这一

过程中迅速成长起来，近年来天猫 GMV 增速一度大幅领先淘宝，天

猫占阿里GMV总额也从 2012财年的 17.0%增长到 2016财年的 39.3%。 

 

图表177： 淘宝、天猫各财年 GMV 及增长率  图表178： 淘宝、天猫各财年 GMV 占比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易观智库  方正证券研究所 

 

B2C 电商的发展演变与传统零售发展相一致，即从：集市-百货

零售-精品特卖-场景购物，商业模式逐渐从“满足需求”向“发现并

创造需求”进化，从“重商品数量”向“重消费体验”发展，其中，

三大主流电商淘宝天猫、京东、唯品会正对应集市、百货、特卖的零

售业态发展，当前正往场景化电商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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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9： B2C 电商三大基本业态向场景化电商演进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未来 B2C电商发展有几大趋势： 

①电商入口将从无线走向多端。如今移动互联的发展，使电商从

PC 走向无线，在 2015 年移动端已超过 PC 端成为网购市场更主要的

消费场景，移动购物的便利、随时随地及智能手机普及，未来移动端

将进一步渗透。同时随着智能设备的不断涌现，智能设备变得软硬一

体及多样化，电商将从除电商、手机以外更多设备获取新的流量，碎

片化购物模式的形成更推动物联网成为电商流量新入口的大趋势，电

商消费入口将更加多样化。 

 

图表180： 移动端网购占比逐年上升  图表181： PC 走向无线，无线走向多端 

 

 

 

资料来源：艾瑞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②线上线下融合。线上凭借效率、成本优势近年来高速发展；另

一方面线上大量同质化产品、产品与消费体验不佳、退货率高、获客

成本上升等问题也显现。而线下实体店则可很好解决用户体验与购物

体验，可作为产品展示与消费体验空间，提供趣味、便利、场景、社

交，作为线上的补充。因此布局实体，增强线下体验，实现线上线下

融合就成为了电商未来发展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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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82： 苏州首家三只松鼠实体店  图表183： 茵曼线下实体店 

 

 

 资料来源：电子商务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电子商务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③品类将从标品到非标品，从低价到高价，从商品到数字及服务。

非标：随用户网购习性培育和消费文化的升级，用户对情感价值和文

化价值的追求逐渐引爆非标品市场，如食品、美妆、生鲜、本地生活

服务等。高价：用户消费能力升级，品牌电商崛起，线下服务完善，

共同推动诸如奢侈品、珠宝、艺术品等电商的兴起。数字及服务：电

商在实物商品交易上的渗透程度很高，但在空间更加庞大的服务类、

数字类商品市场渗透不深，而未来随着用户访问习惯的变化，以及需

求服务的升级，电商将大范围地从实物类商品走向数字和服务类商品。 

 

图表184： 电商非标品类开始崛起  图表185： 电商商品从实物类走向数字及服务类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亿邦动力  方正证券研究所 
 

④模式将从垂直走向综合，自营走向开放。综合：对规模效应和

范围经济的追逐，促进各大垂直平台纷纷向综合平台演进。当当网发

展百货，上线当当超市、电器城，拓展服装、母婴、家居品类；聚美

拓展服饰内衣、鞋包配饰、居家母婴等频道；苏宁易购收购红孩子、

缤购，进军图书、美妆和服装市场。开放：各大平台通过平台开放，

拓展盈利模式，从传统进销差价转变为获取平台入驻费、店铺销售抽

成、网站展示位置的广告收益、关键词竞价收益以及店铺增值服务费

用(如仓储租赁费、物流费、数据分析工具)，如京东开展 pop 平台，1

号店推出一号商城，苏宁易购推出苏宁云台等等。  

⑤电商将向全球化和农村发展。本国电商市场竞争呈白热化，而

全球市场与农村还是蓝海，随着电商进一步发展，这两块都有待开垦。 

4.1.2 淘品牌（天猫原创）的发展 

国内电商零售平台卖家以淘品牌为典型，2008 年淘宝商城推出之

后，“淘品牌”概念正式出现，指“生于淘宝商城，长于淘宝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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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销售渠道在淘宝”，并由淘宝商城和消费者共同推荐的网络原创

品牌。随着淘宝商城改名为天猫，2012 年 6 月 1 日，淘品牌正式改名

为“天猫原创”（以下都称为淘品牌）。经过多年培育，目前较成功的

淘品牌有尼卡苏，麦包包，斯波帝卡，欧莎，韩都衣舍，裂帛，七格

格，MRING，爱的诱惑，五季梦，御泥坊，歌瑞尔，芳草集，摩登小

姐，Tenante，小狗电器，百普拉姿等。 

（1）淘品牌的历史 

受网购红利与市场空白，淘品牌初期高速成长。淘品牌大多创立

于淘宝，而发展于天猫。2009-2012 年正处网购市场爆发性增长及淘

宝线上流量红利期，同时在淘宝商城成立初期，并不受传统大品牌待

见，而此时正处急速增长的状态，需要大量新生事物完成平台形象升

级，扶持本土品牌成淘宝商城当时主要选择，淘品牌得以受扶持，多

重因素推动下淘品牌这一阶段得以快速成长。到 2010 时淘宝商城已

推出 80多家淘品牌，背靠大平台，大部分淘品牌年增长率都超 300%。

2012 年，淘宝商城正式更名为天猫，淘品牌稍后也正式改名为“天猫

原创”，旗下拥有 121 家淘品牌。 

 

图表186： 淘品牌的变迁 

 

资料来源：DT财经  方正证券研究所 

 

 

 

 

 

 

 

线下传统品牌进军线上，淘品牌逐渐没落。淘品牌的崛起，发生

在传统品牌的电商意识尚未觉醒之前。以往品牌商对线上渠道采取回

避态度，2012 年后随着更多的线下品牌开始尝试电商模式，线上流量

分配被挤压，转换率效果不再可观，淘品牌增长速度放缓。渠道红利

不在，淘品牌们回到零售竞争本身，核心停留在品类和品牌力上，但

依靠电商红利起家的淘品牌，基本都是营销驱动，并没有深入整个产

业链，建立真正壁垒。淘品牌以 10 年时间走了传统品牌 30 年的路，

但只是体现在前期销售额的暂时领先，在供应链和品牌塑造上，是远

弱于传统品牌，也导致传统品牌一旦上线，大部分淘品牌就开始没落，

一些明星淘品牌“出淘”和衰落，淘品牌开始收购和被收购的洗牌期，

并谋求上市。2016 年“双十一”购物节中，细分品类销售排名靠前的

基本为传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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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87： 销售 TOP10 传统品牌占比逐步挤压淘品牌 

 资料来源：亿邦动力  方正证券研究所 
就连淘品牌最早出现的服装领域，在唯一具有绝对优势的女装品

类也呈现大幅败退，销售额逐渐被传统品牌超越，2013 年“双十一”

前 5 大女装销售品牌中淘品牌占据前 4，而到 2016 年前 5 大女装仅有

韩都衣舍一家。但也仍有其他细分类目的淘品牌脱颖而出，少数具有

实力的淘品牌也能赢得市场的喜爱，如三棵松鼠、小狗电器。2016 年

三只松鼠“双十一”全渠道销售额突破 5.08 亿元，并连续 5 年来在全

网零食行业获得冠军。 

图表188： 天猫“双十一”女装销售品牌排名变化，淘品牌没落 

品类 2013 2014 2015 2016 

1 茵蔓 韩都衣舍 优衣库 优衣库 

2 韩都衣舍 优衣库 韩都衣舍 ONLY 

3 Artka Artka 拉夏贝尔 波司登 

4 裂帛 茵蔓 ONLY 韩都衣舍 

5 欧时力 波司登 欧时力 乐町 

6 波司登 欧时力 Vero Moda 欧时力 

7 ONLY 初语 裂帛 Vero Moda 

8 歌莉娅 妖精的口袋 乐町 太平鸟 

9 Vero Moda ONLY 茵蔓 伊芙丽 

10 初语 裂帛 Artka 裂帛 
 

资料来源：亿邦动力  方正证券研究所  加粗的为淘品牌 

 

 

 

 

 

 

 

 

（2）淘品牌的现状：被收购、求上市、做实体 

依托淘宝平台成长起来的淘品牌们，大多适合在淘宝集市上的

C2C、中小批量环境下生存，以低价质优打造爆款，具有草根、个性、

低价、低质以及其强依赖性，随着消费升级及传统线上品牌触网，淘

品牌现衰落。面对着这样的发展困境，淘品牌们选择了不同的策略。 

被收购：大多数淘品牌并无过硬的供应链系统，上路快后劲不足，

如七格格一直饱受供应链之苦，最后选择投靠拉夏贝尔，此外还有韩

都衣舍收购中老年女装淘品牌素缕、艾茉、迪奎娜及最早一批箱包类

淘品牌猫猫包袋，茵曼收购初语、秋壳、达丽坊，裂帛并购天使之城、

LadyAngel，刚泰收购珂兰钻石，衣路集团收购梦芭莎，骆驼并购小

虫米子等。 

引资本求上市：上市将为淘品牌带来更大品牌影响力及充裕的资

金支持，助力其转型。2016 年 3 月阿里巴巴集团收到来自平台上十家

企业联名建议书，要求阿里巴巴集团成立“协助商家上市办公室”，

这十家企业分别是三只松鼠、汇美、韩都衣舍、裂帛、骆驼服饰、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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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坊、韩后、十月妈咪、阿芙、小狗电器。其中，从天猫诞生的“淘

品牌”占大多数，当前韩都衣舍和小狗电器等淘品牌已成功上市。2016

年 4 月，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天猫平台宣布成立“协助商家上市办公室”，

当时天猫平台上内部已启动 IPO 计划的企业超 50 家。 

 

图表189： 部分拟上市天猫商家 

品类 卖家名称 

3C数码 ROCK、宁美过度、硕美科 

服装 特步电商、衣品天成、高梵羽绒服 

家装 林氏木业、木木屋、欧蒂科家具、实创、琪朗家居、商品本色 

零食 良品铺子、白草味、广州淘痛、甘源、三只松鼠 

美妆 阿芙精油、韩后、丽人丽妆 

母婴 十月妈咪、Dacco诞福、袋鼠妈妈、小猪班纳、笛莎、好女人 

服装商 裂帛、茵曼、骆驼、聚水潭 

宠物食品 耐威克 

黄金珠宝 周大生 

家电 小熊电器 

乐器 The one 智能钢琴 

粮油 松桂坊 

旅行 上海巨龙国旅 

女鞋 新七天 

图书 葫芦弟弟 
 

资料来源：证券时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做实体泛渠道：麦考林、梦芭莎、裂帛、茵曼等淘品牌纷纷试水

线下开设实体店铺，从电商到店商、从线上到线下的全渠道布局野心

凸显。其中最激进的就是茵曼，公布了“千城万店”计划，截至 2015

年年底，茵曼签约加盟商 202 家，今年则计划开到 1000 家。七格格

旗下的子品牌“OTHERMIX”实体店，也于今年 1 月 28 号落地杭州。

三只松鼠也开设了线下品牌体验店，并在全国布局至“一城一店”，

联网面膜品牌御泥坊已开店上百家，女童用品笛莎的线下门店已突破

300 家。 

同时阿里通过与线下零售商的打通，帮助淘品牌开设“集合店”。

截止到 2016 年 11 月，入驻银泰的淘品牌已近 68 个，近 500 平米的

淘品牌集合店正式亮相银泰，包括茵曼、七格格、鹿与飞鸟、日着、

迷阵等十几个淘品牌，涉及服饰、家具、家居生活用品等多个领域，

该集合店与天猫自动同价，货品、价格、仓储、物流、结算实现线上

线下完全融合。 

 

（3）淘品牌未来：发展的四大趋势 

走向线下，形成线上线下融合。淘品牌会进一步在网上成长、快

速迭代，同时也会进一步向线下渗透，形成线上线下的融合，形成一

些创新性的品牌，这不同于完全是线下品牌的传统品牌。所以新的品

牌策划、新的品牌创意会在网货平台发展当中进一步形成。 

基于单一品类细分市场起家的淘品牌将“跨界”形成综合性品牌

效应。淘品牌将第一市场进一步横向扩张，跨越品类、界限，进一步

渗透，变成综合性的品牌效应。 

以“爆款”货为中心走向以人为中心，以内容为中心。过去淘品

牌以货为中心，现今以人为中心，以网红为中心，以内容为中心。品

牌追求的价值更朝向情怀，朝向人物所代表的意义和价值。购买商品

不是购买商品本身，还购买商品背后的价值和意义。网红所代表的是

诗和情怀，代表的是意义，代表的是在消费过程中人们的精神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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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承受。 

由中国制造品牌的输出，慢慢转向中国品牌创造。随着淘品牌出

海及淘品牌自我竞争力的提升，必然将从以制造优势为主的品牌输出

转向品牌创造为主，提升品牌价值。 

图表190： 淘品牌发展的 4 大趋势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  方正证券研究所 

4.1.3 电子商务服务商发展历程 

广义上的电子商务服务业可分为：电子商务交易服务、电子商务

支撑服务（基础设施服务、公共服务）、电子商务衍生服务（商家服

务、消费者服务），本文所指的电商服务主要定义为电子商务衍生服

务中面向商家的服务商，主要指在阿里巴巴服务市场上为卖家（个人

卖家、企业卖家）、传统企业(品牌商、制造商、零售商)服务的服务商。

服务内容包括：售前提案、店铺入驻、摄影、装修、商品管理、活动

策划、活动执行、流量拓展、数据分析、电商 IT 系统、仓储物流、

人员培训、客服、品牌营销、渠道托管等。主要渠道为 PC 及移动端。 

图表191： 电子商务服务分类  图表192： 电子商务衍生服务分类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阿里巴巴  方正证券研究所 
电子商务服务业是增速最快的新兴现代服务业，远超现代服务业

平均水平。据阿里研究中心预测，电子商务服务业过去几年保持在

60-70%增速，且大幅超越 B2B+B2C 增速（30%左右），预计到 2020

年，电子商务服务业将达到 4 万亿的规模。而电商衍生服务业增速是

比整体电商服务更高，据预测 2013-2015 年电商衍生服务业复合增速

为 80%，高于电商服务业整体 70%增速，到 2020 年电商衍生服务将

达到 1 万亿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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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93： 中国电子商务服务业营收规模  图表194： 现代服务业的增速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  方正证券研究所 
 

（1）后电商时代，衍生服务商大发展 

电商服务是在电子商务交易服务发展成熟，支撑服务体系形成规

模下所催生的新经济形态，是源于商家经营规模的扩大、经营复杂程

度的提升，以及海量买家、卖家个性化需求。 

从 2003 年创立之初，在淘宝集市就有模特摄影、店铺装修、快

递发货、客服培训等类别的电商服务产品，或在线订购，或者线下交

易。2008 年，“大淘宝战略”的提出，进一步明确淘宝定位电商开放

平台、打造大淘宝生态系统的方向。到目前为止，淘宝平台的电子商

务衍生服务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2008 年：酝酿阶段，以营销服务与外包服务为主导。2008 年是

大量传统品牌试水网购的一年，也是淘宝平台个人卖家自创品牌的一

年。传统品牌商开展线上业务需要管理传统产品生产、销售和推广，

不堪重负，将网络运营外包给电商服务商成为传统企业进军线上的捷

径。ShopEx、五洲在线和上海尊宝等企业是此类外包服务商的典型。

与此同时，麦包包等从淘宝卖家中成长起来的“淘品牌”开始意识到

品牌营销服务的重要，帮助各类企业进行网络营销的服务商也在这一

时期迅速涌现。 

2009 年：起步阶段，以 IT 服务（主要是管理软件）为主导。淘

宝平台上的个人创业者迈入皇冠级别后，为解决内部管理和数据同步

问题，对 IT 系统服务需求十分强烈，大大促进了电子商务软件服务

业的发展。目前，95%以上的淘宝皇冠级卖家都在使用外部软件服务

提供商的电子商务后台管理软件系统。 

2010 年：发展阶段，以仓储服务为主导，供应链再造、全程全网

电子商务为主题。传统大中型企业通常选择成立自己专门的仓储体系

并自行管理，而由淘宝成长起来的卖家则缺乏整体管理大型企业及工

厂的经历和能力，将前端接受客户订单系统与后台仓储管理、供应链

管理等后端支持系统整合以及进行客户关系管理等是这些个人创业

者的弱点。个人创业者由于没有充足资金自建仓储体系，通常会选择

自行租赁仓库。随着电子商务市场的竞争焦点由前台交易环节转向后

台供应链管理与客户服务，仓储体系的作用日益突出。2010 年，专注

于电子商务仓储的服务商开始兴起，其服务范围不仅仅限于运输、配

送或仓储业务，还涉及生产经营的销售计划、库存管理、订货计划、

生产计划和大型促销等，它们还在客户服务端提供增值服务，如让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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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开包检查、试穿再签收以及携带 POS 机代收款等。 

2011 年至今：成熟阶段，呈现出多元化与细分化的发展趋势。服

务内容从店铺装修、摄影模特、运营服务、客户关系管理到大数据咨

询、产品配送、仓储物流等。截止到 2016 年末，阿里平台服务市场

上第三方服务商数量达 4.5 万，为千万淘宝及天猫卖家提供各种各样

的服务，帮助其更好地触达消费者。 

据《2016 阿里巴巴商业服务生态白皮书》显示，过去 3 年电商服

务市场规模快速增长，而活跃服务商数量增速持续低于阿里相关平台

的各类商业服务业（广义阿里巴巴商业服务生态）交易规模增速，更

低于服务市场 “服务类应用”交易规模增速，2015 年服务市场 “服

务类应用”交易规模增长高达 144.5%，而活跃服务商数量增速仅

33.5%。优势服务商能享受市场红利，高速成长。截至 2015 年，年收

入在亿级别的服务商超 10 家，多家企业完成上市，并有众多企业获

得千万以上融资，其中聚集在广东的服务商数全国最多。 

图表195： 阿里衍生服务交易规模增速增快于活跃服务商增速 

 
资料来源：阿里巴巴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国内电商服务市场份额占比较的是提高电商代运营的企业，据

2015 年阿里服务商大会披露的资料，“在阿里巴巴集团‘中国零售平

台’，有超过 4000 家代运营商依托淘宝、天猫平台为品牌商及卖家提

供服务，700 多家获得天猫运营服务商认证资格。 

2016 除阿里平台上面的卖家欲启动 IPO，阿里平台拟上市服务商

也受邀组团造访上交所，到访的 20 家服务商中有不少具有一定规模

及品牌影响力的品牌服务商，如专注品牌代运营的丽人丽妆、韩衣动

力、杭州悠可，为商家提供营销、优化服务方案的喜宝动力、云登科

技、新七天，以及刚成立一年多开创“电商包裹”核心场景营销模式

的纸箱哥，致力解决电商领域人力资源问题的乐电网络。 

（2）电商服务发展趋势 

线下传统服务商全面整合到阿里服务市场，4A 广告公司、咨询

公司、汽车家装后服务商等陆续接入线上。营销上，会引入 4A 公司，

提供线上线下一站式解决方案，商家可以在线购买纸媒、楼宇、电梯、

公交等线下营销服务。汽车、家装等 O2O 后服务商也接入线上，提

供家装安装配送等，与天猫淘宝前端打通，服务直接穿透消费者端。

此外，还有咨询、产业园租赁、招聘培训、仓储物流等创新服务商入

驻。 

第三方服务商需有提供增值的服务能力。服务商不仅仅只做销售

代运营，还需要精细化运营、数据化运营，提供给品牌企业增值服务。 

数字化营销技术将催生巨量级第三方服务企业。随着移动电商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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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H5 技术成熟，数字化媒体营销和基于数据服务的交互产品结合

销售运营服务，会催生巨量级的第三方服务企业，帮助企业完成互联

网化改造，甚至深度介入供应链和品牌。 

跨境电商将成为电商服务巨大市场。随着跨境电商的全球一体化

物流体系效率提升，将真正实现优质商品的互通，商品地球村将逐步

实现。大量的国际品牌要通过电商落地中国，急需内外兼修的 TP（淘

拍档）帮助其完成中国的互联网市场布局甚至是品牌的本地化运营，

市场空间巨大。 

4.2 跨境电商发展已进入下半场 

4.2.1 跨境电商下半场向精细化、品牌化、服务化发展 

跨境电商市场足够大，伴随上半场跨境电商的发展，在近期人民

币贬值、资本涌入等因素影响下，促使跨境电商进入精细化、品牌化、

服务化发展阶段。 

图表196： 跨境电商下半场特征 

 上半场 下半场 

品类 服装、3C 全品类 

打法 海量 SKU、长尾 精品、爆款 

关注点 营销、推广、综合平台 维修、售后、清仓、垂直平台、本地平台 

参与者 卖家 传统出口企业 

模式 卖货 创牌 
 

资料来源：四海商舟  方正证券研究所 
 

（1）精细化 

○1 跨境电商产品品类拓展。国内电商不断扩展其产品线，例如苏

宁易购收购红孩子、缤购，进军图书、美妆和服装市场(成快时尚品牌

Lindex 中国大陆总代)，上线旅游频道、酒类频道、彩票频道；如图

书领域的当当网大力发展百货，上线当当超市、电器城，拓展服装、

母婴、家居品类，其曾经的主营品类图书业务，已进入不了当当网销

售规模类目 top10；美妆领域的聚美优品拓展服饰内衣、鞋包配饰、

居家母婴等频道。淘宝、天猫以及京东的平台卖家也相应从以众多规

模小、品类单一的小型卖家为主过渡为以大型品牌商为主的全品类平

台。 

反观国外，美国电商零售额的绝对值仍低于我国，且 2015 年我

国网上零售额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为 12.8%，而美国

2015 年仅占 10%，电商比例也较低，例如美国第二大零售商塔吉特

（Target）2016 年其销售额仅有 5%来自电商业务；此外其平台市场份

额较为分散，美国最大的 500 家电商市场份额占 84%，而我国 2016

年第一季度天猫与京东合计占比已达 80.9%。按国内的商业模式历程

来看电商在获取一定市场份额后将会逐渐拓展其品类。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61124/15070141307443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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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97： 美国 2016 年电商与实体店占比  图表198： 全球十大零售商销售收入 

 

 

  

 

资料来源：Business Intelligence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德勤  方正证券研究所 
 

○2 跨境电商产品从海量 SKU 销售过渡到以精品、爆款为主 

运营模式的精细化运作将成为主流。随着个性化电商入口增加，

电商平台竞争格局更为复杂，也不断抬升整体的营销宣传和用户获取

成本，线上渠道的竞争核心逐步由前端营销和导流向流量转换率和用

户粘性演进，营销模式须从粗放发展转向精耕细作，要求较高的专业

性。具体而言，各类跨境电商平台将在进一步延伸品类规模的基础上

不断提升精细化运营能力，诸如仓储物流、会员管理、产品规划、精

准营销、大数据分析等等，以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此外大数据

将成为各类电商平台提升精细化运营能力的利器。借助大数据和商业

智能，将能为 B2C 平台带来四大核心价值：一是实现精准营销，二是

辅助产品规划决策，三是推动客户关系管理和价值挖掘，四是运营效

率，降低运营成本，优化供应链和物流体系。 

 

 

 

 

 

（2）品牌化 

○1 线下厂商入局线上，线上线下融合趋势对线上厂商带来冲击。

国内电商来看，过往品牌商对电商参与不足，仅有 12%的品牌商选择

在 2012 年以前发展电商，然而迫于传统零售增速放缓，电商市场规

模高速扩张，品牌商不断入局线上，截止 2015 年已占比 22%。随着

中国的消费市场升级，消费者的品牌意识不断加强，消费能力持续提

升，名优品牌占据的市场份额越来越高，传统品牌的品牌影响力和资

源优势也在电商市场逐渐显现。以女装行业为例，传统品牌的电商实

力越来越强，排名普遍上升，而线上品牌的整体排名则在下降。例如

阿里巴巴其零售平台线上的品牌化率在 2011 年到 2014 年品牌化率提

升了 7%，新增 1 万亿的品牌销售额。 

 

 图表199： 亚马逊的运营模式 

 

 

 资料来源：亚马逊物流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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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0： 开展电商业务的传统品牌占比  图表201： 天猫各品类的品牌渗透率 

 

 

 

资料来源：亿邦动力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贝恩分析  方正证券研究所 
跨境电商相比国内电商，尚处于起步阶段，线下厂商线上化趋势

露出苗头，随着线下品牌厂商的加入，线上厂商打造品牌化产品至关

重要。 

○2 平台自有品牌化战略进一步压缩原有小型卖家的生存空间。速

卖通于 2017 年启动全行业商标化，自 1 月 1 日起，新发产品的“品牌

属性”必须选择商标，到 3 月 1 日起，平台将分批次执行在线产品“品

牌属性”必须选择商标的编辑功能，此外亚马逊、wish 等平台也推出

了相应的辅助商家品牌化的战略。 

 

图表202： 国外四大主要平台的发展战略 

亚马逊 eBay Wish 速卖通 

2017 年亚马逊中

国“全球开店”业

务在华战略重点

包括：通过提升卖

家的产品品质提

高用户体验；优化

品牌管理工具与

解决方案，帮助中

国卖家通过“全球

开店”打造“全球

品牌”；为中国制

造企业提供定向

支持与服务等。 

2017 年 eBay 将继续

坚持由多账号向精品

产品转变的策略，二

八理论的坚定应用将

决定传统的优质产品

将成为其竞争主力，

此外 2016 年 eBay 将

资源转向在线售票网

站 StubHub 和分类广

告平台为其带来营收

的剧增，这也将成为

其 2017 年新的发展

机遇。 

Wish 90%卖

家来源于中

国，2017 年

其中国区的

战略为“平台

赋能，精化结

构”，以推广

和销售更具

高质量、高服

务、有特色的

产品。 

2017 年速卖通

也将主打品牌

化、专业化，

启动了 “千级

品牌计划”，产

品类目更为细

分，服务商也

更为专业。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平台自有品牌化战略以亚马逊最为典型。在 2014 年 12 月推出的

自有品牌系列“Amazon Elements”， 2015 年 5 月该平台为超过 24 个

品类注册了 Amazon Elements 商标，2016 年年初亚马逊已经拥有七个

服装服饰品牌，囊括了男装、女装、儿童服装等领域，七个品牌同时

上架销售的服装，款式超过了 1800 款。亚马逊依托其丰富的产品体

系以及愈发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在自有品牌上大举发力，产品价格优势

以及品牌营销能力具备强大的后发优势，毋庸置疑将对平台原有的小

型卖家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3 供应链管理水平与产品品牌经营能力成为出口跨境电商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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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 

就卖家自身而言，品牌化将成为其持续竞争的内生动力。随着平

台主体竞争的加剧，卖家往往要在更多数量的平台上布局，导致流量

成本的逐渐高涨，竞争越发白热化，初期的中国制造红利和初期低流

量成本不复存在，因此产品品牌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持久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通过高效率的服务获取品牌粘性，不需要花费额外的精力进行新

品牌的培育工作，进而带来规模效应以及知名度，进一步降低仓储物

流、店铺管理等业务的成本，以实现企业扩张。 

平台上原有卖家的供应链管理水平与产品品牌经营能力将成为

立足之本。各大主流电商平台近年来也不断引导原有卖家进行品牌化

改造，速卖通更是参考国内天猫商城在线下传统品牌进军线上，其大

部分原有的淘品牌便逐渐没落，在供应链和品牌塑造上远弱于传统品

牌的卖家面临重新洗牌，仅剩余少数优质品牌商凭借资本化谋求上市

以扩大经营。同时结合前文中 B2C 跨境出口电商 shein 以及执御的发

展历程可知，供应链与品牌经营能力都是其战略布局重中之重，也是

其业绩快速增长的坚实基础。因而跨境电商卖家应该结合各大品牌推

出的品牌化战略，根据市场需求分析自身的优劣势，提高供应链管理

水平与品牌经营能力，才能在更为严酷的竞争环境中谋求一席生存之

地，供应链整合能力与品牌化经营成为关键因素。 

（3）服务化趋势 

①跨境电商将由流量争夺转向服务体系的竞争。跨境电商上半场

市场红利巨大，竞争点主要集中在前端环节，以提高销量、抢占更多

市场份额为主。随着该市场进入了下半场，跨境电商企业及相应的服

务商不断向产业链的其他环节延伸，本地化的服务体系变得更为重要。

据易仓科技的海外仓调研报告可知，有 25%以上的卖家投诉服务商的

错发、漏发、库存不准等，其中被卖家投诉最多的是服务商的客服响

应速度和专业知识，而平均每个卖家有 10 万的滞销库存，有的甚至

达到几百万，由此跨境电商的本地化服务是其扩展海外市场的的难点，

也是竞争力所在。 

图表203： 卖家跨境物流投诉榜 

 

资料来源：易仓科技  方正证券研究所 
 

由于国内电商竞争格局的特殊性，即淘宝和京东巨头垄断市场 80%

以上的份额，相应的服务商资源也依托于平台形成了集聚效应。以淘

宝为例，从 2003 年淘宝成立初始就由内生需求催生了部分电商服务

产品或交易的出现，伴随着电商平台交易规模的快速扩张，电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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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需求与日俱增，加之“大淘宝战略”提出以及平台自身服务生态

体系的不断完善，阿里巴巴建立了旗下服务产品体系非常完善的服务

商城。但相比而言出口跨境电商的服务市场更为复杂，也尚且较为分

散，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② 跨境平台更多，销售方式更复杂，服务商多以卖家为中心 

 

不同于国内电商的竞争格局，跨境电商市场份额尚未形成巨头垄

断，因此目前 B2C 出口跨境电商电商的服务格局也尚未形成集聚规模，

服务商分层效应也较为明显，有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企业，例如越域网，

旗下针对 eBay、AliExpress、Wish 不同的平台均建立了越域传媒、越

域数据、越域大卖等互联网平台，从出口分销、大数据分析、媒体等

多维度综合服务跨境出口电商企业，此外也有细分到信息技术服务的

服务商，例如网店管家，金蝶 ERP 等，从更为细分的维度服务跨境出

口电商。因此跨境电商服务商更多地是以出口卖家为中心形成了多层

次、更为复杂的市场格局。 

 

 图表204： eBay 服务品牌商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亿邦动力  方正证券研究所 

 

③ 跨境电商平台自建服务生态体系已成为其未来战略重点 

随着亚马逊、wish 在全球电商市场份额的的逐步扩张，其资源整

合能力的提升也成为了主要竞争力之一，面对平台商家以及自营品牌

在扩大市场份额的过程中内生的大量服务需求，亚马逊和 wish 纷纷推

出了自身平台的服务体系，例如亚马逊全球开店“制造+”项目中推出

的服务团队，可以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和运营支持，包括制造商运

营实践分享和培训、企业 ERP 系统与亚马逊系统对接所需的技术咨询、

国际运输物流解决方案、仓储规划以及支付解决方案推荐等，同时从

技术服务商出身的 wish 也推出 StarFactory 项目，可以为工厂类卖家

提供分销渠道以及代运营团队，并让此类商家在此过程中逐渐转型

B2C 业务，同时 wish 今年也在不断完善其平台规则以及跨境物流等

服务业的布局，逐渐打造其具有竞争力的服务生态体系。 

4.2.2 从国内淘品牌观出口大卖家发展空间 

①跨境出口 B2C 电商相比国内 B2C 电商增长潜力更大 

从消费者数量上来看，出口 B2C 电商所面对的消费者及消费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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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是大于国内 B2C 电商，中国互联网用户仅占全球互联网人口的 1/5，

中国占世界人口比例也不到 1/5。据埃森哲与艾瑞预测，2013-2020 年

全球跨境 B2C 消费者年复合增速达 20.4%，快于国内网购人数 

(B2C+C2C) 年复合增速 10.3%，未来全球跨境 B2C 消费人数将超越

中国网购人数。 

从市场及交易总额来看，出口 B2C 电商面对全球市场，而全球跨

境 B2C 电商市场总额及增速是大于国内 B2C 电商。出口 B2C 可选择

的国家、市场范围大，除欧美发达国家跨境消费市场还具增长空间外，

印度、巴西、俄罗斯、东南亚等新兴国家市场也还待开发，仍是蓝海。

据埃森哲与艾瑞预测，2016-2020 年全球跨境 B2C 交易额年复合增速

达 25.6%，快于国内 B2C 交易额年复合增速 18.2%。 

图表205： 跨境 B2C 交易总额增速快于国内  图表206： 跨境 B2C 消费人数将超中国网购人数 

  

 

资料来源：艾瑞  埃森哲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艾瑞  埃森哲  方正证券研究所 
 

从电商 B2C/B2B 结构分布来看，出口 B2C 比国内电商在电商交

易总额中的占比拥有更大渗透空间。2015 年国内 B2C 占国内电商交

易总额（B2B+B2C）达到 13.3%，而出口 B2C 仅占到 10.2%，出口

B2C 在出口电商交易结构分布中仍具较大渗透动力。 

图表207： 国内电商与中国出口电商 B2C/B2B 结构分布 

 
资料来源：艾瑞  易观  方正证券研究所 
②出口 B2C 电商相比国内 B2C 电商平台种类更丰富 

国内主要 B2C 电商平台就是天猫和京东，而淘品牌主要依赖并成

长于天猫平台上，即使当前淘品牌“出淘”，开始与京东、唯品会、

美丽说等电商平台合作，但相比出口 B2C 电商平台种类还是较少。出

口 B2C 企业除可在出口电商平台第一梯队：亚马逊、eBay、wish、速

卖通上售卖产品外，还可在针对新兴区域性的平台入驻，如中东市场

B2C 平台 Jollychic、东南亚本土电商平台 lazada 与 Shopee、针对拉美

市场的 linio 和 mercrolibre、东非最大电商平台 kili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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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出口 B2C 电商比国内 B2C 电商所处生态环境更大、更优 

目前中国出口 B2C 市场规模虽较国内 B2C 市场规模小，但单个

公司所能取得的市场空间要大，就 3C、服装来看，目前体量较大的

几个出口大卖家 2015 年营收已基本超越淘品牌，而 2015 年国内 B2C

电商交易总额接近 2 万亿，中国出口 B2C 交易额才不到 0.5 万亿，出

口 B2C 电商生存环境更好。同时凭借“中国制造” 性价比更优与海

外新兴市场流量红利，中国出口 B2C 生存环境也更优，毛利率、净利

率都较淘品牌要高。 

图表208： 跨境出口 B2C 大卖家与国内淘品牌营收、净利对比 

 国内淘品牌 韩都电商 汇美时尚 裂帛股份 小狗电器 

  2014 2015 2014 2015 2014 2015 2014 2015 

营业收入（亿） 8.31  12.60  9.49  11.41  5.79 5.46 1.28 2.34 

归属母公司净利

润（亿） 
-0.38  0.34  0.39  0.18  -0.04 0.31 0.08 0.06 

出口 B2C 海翼股份 傲基电商 有棵树 赛维电商 

 
2014 2015 2014 2015 2014 2015 2014 2015 

营业收入（亿） 7.46  13.02  4.77  9.11  2.33 10.79 0.25 6.14 

归属母公司净利

润（亿） 
0.08  1.35  0.05  0.18  0.04 0.65 -0.14 0.19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209： 跨境出口 B2C 大卖家与国内淘品牌毛利率、净利率对比 

国内淘品牌 韩都电商 汇美时尚 裂帛股份 小狗电器 

 
2014 2015 2014 2015 2014 2015 2014 2015 

毛利率（%） 34.8 39.4 48.7 45.6 55.1 50.3 50.7 48.7 

净利率（%） -4.5 2.6 4.1 1.1 -0.7 5.8 6.0 2.6 

出口 B2C 海翼股份 傲基电商 有棵树 赛维电商 

 
2014 2015 2014 2015 2014 2015 2014 2015 

毛利率（%） 38.6  52.5  46.0  51.6  49.6  39.1  58.3  61.4  

净利率（%） 1.6  12.3  1.1  1.9  1.5  6.0  -55.9  3.1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综合上面三个因素，我们认为出口 B2C 大卖家的成长空间要比淘

品牌更大，我们预测到 2020 年出口 B2C 卖家规模增长 1.5 倍左右。 

据埃森哲分析报告显示，2014 年全球跨境 B2C 消费人数仅占全

球 B2C 的 23.8%，2014-2020 年年复合增速 20.4%，预测到 2020 年接

近半数的网上消费者会进行跨境消费。按 20.4%的复合增速，2020 年

全球跨境 B2C 消费人数至少比 2016 年增长一倍。同时全球经济的发

展也会进一步促进跨境消费购买力，按全球 GDP3.0%年复合增速计算，

2020 年相比 2016 年消费者跨境购买力增长 12.6%，我们预测国内出

口 B2C 卖家至少在 2020 年能增长 1.365 倍。而按埃森哲给出的

2014-2020 年全球跨境 B2C 交易额年复合增速 27.3%计算，出口 B2C

卖家规模在 2020 年将增长 1.626 倍。 

于此同时，国内体量大的出口大卖家增速均是大幅领先跨境 B2C

市场增速，近年来增速高达 100%以上。以海翼为例，海翼增速平均

是跨境 B2C 市场增速的 2-3 倍， 2016-2020 年跨境 B2C 市场年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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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 25.7%计算，2016-2020 年海翼营收复合增速为 50%+，到 2020

年海翼营收将会达到百亿以上。 

图表210： 跨境出口 B2C 大卖家近年来营收增速 

图表211：  企业名称 2014 2015 2016 

海翼股份  74.54% 92.69% 

赛维电商  2374.04%  

有棵树 32580.04% 362.58%  

傲基电商 126.61% 90.90% 143.51%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4.2.3 资本化进程加快 

出口跨境电商企业发展迅速，以兰亭集势、跨境通以及 DX 登陆

美股/A 股/港股，发挥资本纽带作用，内生增长叠加外延扩张扩大优

势，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而从跨境电商规模再扩张角度而言，出口

电商依托于产业资本发展，跨境电商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从采购

到用户端周期较长，前期需要大量的采购以满足存货需求，备货规模

较大导致公司资本需求较高，而在规模再扩大的背景下，需要资本助

力跨境电商规模再扩大，从商品采购、配送以及支付等环节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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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11： 非三板跨境电商企业 

 

 跨境通 棒谷 纵腾 浩方 通拓 泽宝 千岸 

平

台

对

接 

Sammydress、

Gearbest 垂直

电商平台体系

以及第三方平

台 

自营平台

banggood.co

m 以及第三

方平台 

自建 B2C 商

城

www.tmart.co

m 以及第三

方平台 

自有跨境电

商平台

eachbuyer.co

m 以及第三

方平台 

自营平台

Tomtop 以及以

及第三方平台 

eBay、亚马逊 亚马逊 

产

品

类

别 

服装服饰、3C

电子、家居园

艺、汽车零配

件、婚纱礼服

定制化产品、

可穿戴产品，

拥有自有品牌

百圆裤装 

3C、服装、饰

品、美妆、鞋

包、 户外、

家居、摩配、

五金、航模

（10W 多种） 

销售品类涉

及电子产品、

家居用品、儿

童玩具等 

汽车配件、安

防、LED、摄

像器材、智能

穿戴、工商业

设备、户外运

动、3C 电子、

服饰家居等

近 20 大类数

万个产品 

游戏配件、电脑

配件、手机配

件、家居、健康

美容、汽车配

件、摄影器材、

影音视频、服

饰、 玩具、户

外等 

6 个国际知名品

牌，包括移动电

源、蓝牙音箱、

全功能网络摄

像头等高科技

产品以及夜灯、

精油、纺织等家

居用品 

笔记本电脑周

边产品、数码

影音产品、通

讯产品、消费

类电子产品等

3C 类产品 

市

场

地

区 

已覆盖全球

2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 

英/美/德/法/

西/意/澳/俄/

中东/东南亚 

北美洲、欧

洲、亚洲、澳

洲 

全球 40 多个

国家，其中 

25 个发展中

国家 

无侧重市场，全

球范围 

56 个国家，主要

集中在北美、欧

洲、亚洲 

主要在英/加/

日/西/意/法/

德等国家 

营

销

渠

道 

多维度大数据

分析模型 

推出“pc 商城

+wap 商城

+app”商城，

已上线 IOS和

Android 版本

APP 

自营平台与

第三方平台

并重 

在 Facebook

有 400 万粉丝

的大帐号，多

角度的病毒

式营销以及

EDM 邮件的

精准营销 

基于“泛供应

链、泛渠道”模

式，利用互联网

思维方式等多

种方法，并以大

数据技术进行

匹配组合 

借助第三方平

台营销 

借助第三方平

台营销，品牌

网站以及

Facebook 等社

交媒体营销 

物

流 

积极开展海外

仓储业务，

2016 年持续加

大了投入力度 

拥有飞特物

流，中国仓

储、美国仓

储、英国仓

储、FBA 头程

转运  

2008 年开始

在美国建设

海外仓，到目

前为止海外

仓储已遍及

北美洲、欧

洲、亚洲、澳

洲 

建立了欧洲

总仓，以及保

税区外的多

国海外仓，如

运营多年的

德国仓、英国

仓、西班牙

仓、美国仓、

澳大利亚仓

等 

2012 年 7 月成

立海外分公司，

至 2015年 9月，

相继成立法国、

西班牙、香港、

意大利、日本子

公司 

在德国汉堡、日

本成立分公司

和仓库，与

DHL，UPS 和

FedEx建立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同时与亚马逊

全球物流中心

进行紧密合作 

以中国深圳、

香港和美国尤

宁城（硅谷）

三大基地为支

点的全球仓储

/物流架构 

投

融

资

情

况 

A 股上市，不

断收购兼并强

化跨境电商全

领域的战略布

局 

  旗下浩方创

投截止去年 4

月已投资 50

余个优质项

目，部分明星

项目回报率

已超 20 倍 

A 轮融资 1 亿，

百圆裤业 9000

万，9%股权；

A+轮，纵联资

本数千万，拟

IPO 

2014 与达泰资

本建立合作，完

成 A 轮融资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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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进入下半场后，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张，随即带来更为庞

大的市场体量，目前新三板上的跨境电商发展势头也锐不可挡，经过

几年财务规范，部分企业已具备了并购和 IPO 的能力，较高的利润率

将吸引更多资本入局。目前亿规模以上的跨境卖家纷纷资本化。但随

着国家供给侧改革战略的实施以及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确认海外收

入的难点终将被克服，成功资本化的企业将会带来难以估量的群体效

应，极大地推进跨境电商的资本化进程。 

 

图表212： 新三板公司分析 

 海翼

股份 

有 棵

树 

傲基电

商 

赛维电商 价之链 波智高

远 

百事泰 择尚科技 爱淘城 万方网络 万方网

络 

  

商业模

式 

B2C 品

牌厂

商 

泛 品

厂商 

泛品+自

有品牌 

泛品+自

有品牌 

泛 品 厂

商 

泛品厂

商 

F2C 品

牌厂商 

泛品厂商 泛品+自

有品牌 

泛品+自有品

牌 

   

自主品

牌 

Anker 无 Aukey Zeagoo 等 无 无 Bestek 无 Lumsing iRuLU    

产品品

类 

3C  3C、服装 服装 3C、汽车

配件、家

居运动 

3C、家

居、服装 

3C、车载 服装 3C、LED 3C     

目标市

场 

北美  北美、欧

洲 

欧洲、北

美、南美 

欧洲、北

美、日本 

美国、德

国、比利

时 

北美  美国、德

国、英国 

美国、澳大利

亚、英国、德

国 

   

销售方

式 

第三

方平

台 

第 三

方 平

台 

第三方

平台+自

建站 

第三方平

台+自建

站 

第 三 方

平台 

第三方

平台+自

建站 

第 三 方

平台 

第三方平

台 + 自 建

站 

第三方平

台 

第三方平台+

自建站 

   

营业收

入 

25090

8.92

万 

10785

9.33

万 

221822.

23 万 

61424.36

万 

13738.2

7 万 

19774.2

3 万元 

15853.1

3 万 

11481.34

万 

16445.20

万 

2.53 亿元    

净利润 32226

.61 万 

6486.

72 万 

12854.5

6 万 

1895.62

万 

875.76

万 

2719.14

万元 

1310.94

万 

243.37 万 1310.94

万 

-7046.31 万

元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5 新三板出口跨境电商 B2C 公司梳理 

5.1 跨境电商企业 

5.1.1 海翼股份：Anker+亚马逊，持续打造少而精的产品 

海翼股份是优秀的自有品牌出口跨境电商，专业从事智能移动周

边、智能生活周边、计算机周边产品研发和销售，自有品牌 Anker 移

动电源、USB 充电器等智能配件销往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2,400 万用户，产品定位中高端，符合欧美等经济发达地区居民对产

品品质要求，在北美、欧洲、日本等多个国家亚马逊平台同品类销量

第 1。 

公司致力打造自有品牌，不铺海量 SKU，做少而精产品，走品牌

之路，避免出口跨境电商产品同质化问题，研发自主知识产权产品，

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公司从创立之初便使用自有品牌“Anker”，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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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特色设计、领先消费体验、物美价廉产品，通过亚马逊、eBay 等平

台形成口碑，形成品牌价值，2012 年起 Anker 连续 3 年蝉联美国线上

移动电源品类第 1，2015“Anker”被亚马逊评为“最受好评品牌”。 

海翼专业从事智能移动周边产品、智能生活周边产品及计算机周

边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围绕移动通讯设备、智能设备的充电和数据传

输等领域，产品主要包括电池、充电器、数据线、耳机、音响、扫地

机器人等。 

 

图表213： 海翼产品系列 

产品类别 产品系列 

移动电源及

锂电相关产

品 

移动电源、手机充电背壳、手机电池、笔记本电池、

汽车应急电源和大功率储能设备等 

USB充电器

及 USB 

电源类的桌面充电器、墙面充电器、车内充电器、

无线充电器、太阳能充电器、排插、充电座等，以

及数据传输类的数据集线器和特殊插座机箱等 

充电线材、

数据线材相

关产品 

Apple Lightning 数据线、Micro 数据线、USB-C 数

据线和音频线 

音频类产品 无线蓝牙音箱、蓝牙耳机、数字耳机、蓝牙接收器

等产品 

保护支架类 手机与平板电脑壳、手机与平板电脑膜、手机与平

板电脑支架、自拍棒、键盘、鼠标等 

智能家庭类

产品 

可分为家庭自动化和智能家庭 2 个阶段，产品包括

能识别路径的扫地机器人和带温湿度传感器的智

能加湿器等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销售模式包括线上 B2C、线下批发以及线下直销。线上 B2C 以

Amazon 为主要渠道，结合 eBay 等国外平台和天猫、京东等国内平台

销售。公司 90%收入通过亚马逊平台销售，积极拓展线下渠道，先后

入驻美国连锁超市 Staples、法国宜家家居、日本电信运营商 KDDI 和

SoftbankC&S 线下门店、百思买、沃尔玛等，在中东、澳洲、南美洲、

非洲、东南亚市场线下渠道销售，并与滴滴出行、洲际酒店集团（IHG）

达成合作，探索线下应用场景。 

目前公司境外收入占比超过 95%：北美+欧洲收入占比近 80%；

亚洲地区收入主要来自日本，占比接近 15%，并逐年上升。 

图表214： 海翼股份营业收入  图表215： 海翼股份净利润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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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有棵树：进出口齐头并进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成立， 2013 年之前公司仅有国内航模电商业

务，业务收入较少， 14 年进军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后得到了迅猛发

展， 13、 14、 15 年营收分别为 71 万元、 2.3 亿元、 10.8 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 2 万元、 350 万元、 6486 万元。公司运营主要有出口

事业部和进口海豚供应链。 

（1）出口事业部，主要负责在亚马逊、 EBay 等国外第三方网

购平台上进行商品零售的业务。出口业务现为有棵树规模最大的业务， 

其 14 年营收为 2.2 亿元，销售占比 94.4%， 15 年营收 10.8 亿元，销

售占比 80.1%。基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公司完成了大量的软硬件基

础设施建设，为今后切入进口业务，并向跨境电商全产业链的深度布

局打下基础。出口业务现有两种发货模式， 分为国内仓库发货和国

外仓库发货。 

（2）海豚供应链， 采用进口电商 B2B2C 模式， 通过向厂商

采购、买手采购等方式，将国外产品运送香港分发仓库，再运转至国

内保税仓，并通过淘宝、天猫国际、宝宝树等海淘卖家代发货给国内

消费者。进口业务 2015 年发展迅猛， 14 年营收 607 万元，销售占比

2.6%， 15 年营收 4814 万元，销售占比 14.7%，未来有望形成跨境电

商进口业务与出口业务齐头并进的收入格局。 

图表216： 有棵树海外仓  图表217： 海豚供应链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有棵树布局完整供应链，进出口业务双向发展。公司出口业务主

要依赖于第三方平台，如 ebay， Amazon， Wish 等，进口业务公司

在淘宝、唯品会等第三方平台销售，并于 2015 年推出 IOS 版本和

Android 版本的海豚供应链 APP 、维康氏 APP 等。 

在仓储物流方面，由于早年深耕出口业务，公司在海外积极布局

仓储网点，现在美国、英国、香港等地建立了多个海外仓库。切入进

口业务后，公司在深圳前海、广州、杭州等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建立了

保税区仓库，从采购至仓储至发货，公司完善布局整条供应链。但受

限于公司规模及资金状况，目前物流主要采用外包模式。 

产品以电子、母婴、家居建材为主，美欧是主要海外市场。公司

现有产品以电子通讯、奶粉保健品、家居建材为主。业务类型以出口

为主， 15 年出口营收总额达 2.6 亿元，占比为 80%；进口营收为 607

万元，占比 14.7%；国内销售营收 1700 万，占比 5.3%。美洲是目前

公司最大的市场，营收 9773 万元，占比为 30% ，欧洲是第二大市场，

营收 9701 万元，占比 29.5%，国内市场营收 6547 万元，占比 20%。 

公司的产品里，奶粉、保健品及生活用品的毛利率为 19.41%，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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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毛利率为 50.02%，体育用品、玩具毛利率为 48.31%，航模、汽车

配件毛利率为 39.57%，家居类毛利率为 48.40%，服装鞋包类毛利率

为 49.33%。 

图表218： 有棵树营业收入  图表219： 有棵树净利润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5.1.3 傲基电商：发力自有网站及自建品牌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2007 年完成传统外贸到外贸电商转型，并

于 2015 年 11 月登陆新三板，是新三板上市规模最大的出口跨境电商

企业。在亚马逊、eBay、Wish 等第三方平台以及自有网站上，以零售

的方式将中国品牌产品及公司自创的 AUKEY 品牌销售给终端客户，

其盈利来源主要是产品销售收入。  

 

图表220： 傲基电商销售流程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傲基电商 2016 年致力于品牌的战略布局，大力发展自主品牌，

提升毛利率，销售毛利率达到 58%，相对 2015 年同期提升了 6.7%，

其主要原因为：1、品牌形象逐步确立，公司 AUKEY 品牌孵化成熟，

提升了溢价空间；2、产品结构调整，高毛利的非标产品比率加大，

标准化的产品减少，且其新的战略品类品牌，都具有高出公司平均水

平的毛利，服装类调整对整个公司的毛利率影响 6.64%；3、综合品类

业务规模扩大，市场占有率提升。  

公司综合品类业绩实现了 100%以上的增长，以其强大的 IT 系统

为基础和支撑，实现全品类、多供应链、多平台、多仓库的营运体系，

平台上传的 SKU 有数万个，实现新产品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上传和营

运；同时，公司在 eBay、wish 等平台上发展也十分迅速。此外，公

司为扩大销售规模，加大广告的拉动及引流，对 Facebook、亚马逊等

广告投入达到 1.68 亿元，比去年增加 1.55 亿元。 

在产品供应链的深度整合上，选择具备多年的研发及生产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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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生产供应商，结合公司电商经验和渠道优势，以协议或参股的方

式与上游品牌厂家深度合作。2016 年整合优势逐渐显现，公司自有品

牌以及爆款产品在成本、研发周期和供货时间上大幅领先同行，进而

保证了公司自有品牌业务的飞速发展。自有品牌方面，主要品牌

AUKEY 营收持续放大，全年增幅约为 136.03%，战略孵化品牌的业

绩收入同比增幅约为 1214.86%。 

 

图表221： 傲基电商营业收入  图表222： 傲基电商净利润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5.1.4 赛维电商：B2C 零售为主，B2B 分销为辅，强化柔性供应链 

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5 月，于 2016.11 在三板挂牌，是一家集产品

设计、物流仓储、跨境出口零售及分销、售后服务等一体的综合跨境

出口电商企业。公司跨境出口 B2C 零售业务，通过“自营平台+第三

方平台”多渠道和自由品牌建设结合运营；公司 B2B 分销业务，依托

平台优势，借助 ERP 系统为境内外客户提供展示平台和自愿共享服务，

促进分销业务发展。 

公司致力打造跨境出口电商综合服务平台以自建跨境购物平台

及分销平台为入口，运营 4 大自主平台、自创 12 个品牌，产品 SKU

超 10 万，覆盖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 2016 年 3 月底，公司 4 大

平台累计注册用户 287 万（较 2015 年底增长 51%），月均访问量合计

662 万次。2015 年 1 月-2016 年 3 月公司旗下主要平台重复购买率达

19%，流量转化率为 1.1%，形成较高的平台优势和知名度。 

 

图表223： 赛维电商业务流程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公司重点经营欧洲、北美、南美等国际市场，业务范围覆盖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在美国、德国和捷克等地建立了海外仓库，

于超过 300 个店铺进行出口销售。公司凭借自身供应链、海外仓优

势，采取“多品类、多渠道”战略经营，在 eBay、速卖通、Amazon、

Wish 等第三方平台开展线上跨境出口 B2C 业务，公司业务多元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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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迅速，业绩维持增长，毛利率超同业水平 

公司战略未来三年深耕跨境业务，以服装产品为主线，减持产品

多元化战略，以“平台+自营”为销售推广渠道、以“运营+服务”为

业务开展方式，打造国内外资源共享、产业链管理与服务相结合、企

业与个人消费全覆盖的跨境电商综合生态圈。 

图表224： 2015 年公司销售渠道收入占比 
 

销售渠道 销售占比 

亚马逊 21.68% 

eBay 14.88% 

Wish 19.79% 

自建站 14.28% 

华成云商分销平台 17.31%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225： 赛维电商营业收入  图表226： 赛维电商净利润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5.1.5 百事泰：工厂转型 F2C 品牌厂商 

百事泰公司之前主做传统贸易 B2B 业务，2011 年之前更多是给

国内车企做代工，利润空间很小；2011 年之后公司转型做 F2C 业务，

在平台 、市场、物流上进行了重新布局，公司产品销售主要面向国

际市场，百事泰的“BESTEK”品牌，是北美、欧洲、亚洲多个国家和

地区最受欢迎的汽车电子、电源类及数码周边配件知名品牌之一。 

由工厂转型的百事泰的商业模式是 F2C 电子商务模式，即实现

产品从制造厂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直接到达终端零售消费者的销售模

式，商品流通路径是“工厂--电子商务平台--消费者”。中间环节省略

多，实现价值最大化， 同时，产品体验信息流也由终端消费者通过

电子商务平台反馈回工厂，增加了终端客户的体验感和新品开发的参

与感。公司会根据 C2B 及市场判断调节产品种类，控制 SKU,实现小

而美的品牌打造。 

图表227： 百事泰 F2C 商业模式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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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第 2 个系列是排插类，第 3 个系列是智能小家电类，其中主要产

品——车用逆变器系列，占半数左右。公司产品的主要市场在美国、

日本、欧洲等地地区，美国占比 49%，日本占比 14%。 

从产业链条的上游来看，公司在国内设有自有工厂，采取集中采

购、集中生产模式，对外销售产品的 68%左右均为公司自主研发设计

生产。即使是外购成品，公司亦会统一进行质量管理，从源头上保证

了公司在电商平台上销售产品的品质。此外，公司在 2015 年 4 月

通过新设的方式成立了子公司深圳市百事泰精密模具有限公司，进一

步进军到行业上游。 

图表228： 百事泰业务流程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进行销售，如亚马逊、 

eBay 等平台。公司 2015 年通过亚马逊、 eBay、京东商城、天猫等

平台实现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87.31%、 0.96%、 2.65%、 1.79%，合

计占总收入的比重为 92.71%，公司销售高度依赖第三方平台，尤其

是对亚马逊高度依赖。 

 

图表229： 百事泰营业收入  图表230： 百事泰净利润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5.1.6 择尚科技：自建站网红营销品类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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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 月 6 日，公司主营业务为传统服装对外贸

易业务与跨境出口电商零售业务，于 2015.11.5 在三板挂牌。公司定

位于跨境女装零售业务，拿到国外品牌客户的订单后，依托子公司南

京快悦上线运营 CHOIES 电子商务平台以及太平工贸的平台，主要

出口以中高档毛衣为主的针织服装到欧美、澳洲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公司通过自有网站 CHOIES.COM，以及速卖通、亚马逊、 Wish 网

店等多种渠道，将贴合国际时尚潮流的服装、配饰、鞋帽、箱包等十

余种品类，通过 B2C 方式卖给客户。 

公司结合苏浙区服装产业链优势，联合工厂进行转型升级。对产

品品质要求高，市场前景好的中高档品牌客户，公司积极配合开发新

品提高产品质量，做大做强；对产品档次低或订单价格低效益差的客

户则从严控制，逐步淘汰。 

公司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本身不进行生产，而是通过子公司太

平工贸进行生产，同时结合一部分的委外加工。采购主要为成品服装，

以原料毛纱为主，辅以部分纽扣、 拉链、 包装材料等辅助材料。 

公司电商平台流量引入方式有①通过 Google、 Yahoo、 Bing 等

搜索引擎发布广告； ②通过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等社交

媒体发布广告，并与其中具有较多关注者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个人进

行合作， 宣传公司的产品与平台； ③通过 Commission Junction、 

Shareasale、 CityAds 等网络联盟发布广告。 

此外，特色的方式是国外网红营销，多为 fashion blogger 时尚博

主，公司借鉴国内网红商业变现经验，通过 ERP 系统，定期考察时

尚博主对粉丝流量变现的能力，全力打造集策划包装、 产品提供、 利

益分配于一体的分销体系，把网红从营销角色逐步引导为分销角色。 

 

图表231： 择尚科技营业收入  图表232： 择尚科技净利润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5.1.7 万方网络：iRuLu 电子品牌产品全球销售 

深圳万方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是一家以高新技术

为核心竞争力，以智能硬件为载体，打造移动电商平台的跨境电商企

业。方网络专注跨境电商领域，拥有美国和欧洲最强劲的电商销售渠

道、雄厚的品牌营销资源以及强大的供应链整合能力，发展全网络全

渠道的营销模式，销售区域广布全球，并且在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建

立了大型的专业化储运基地以及中转中心，实现全球一体化的产品供

应。 

公司作为国内 3C 产品跨境零售电商，产品直销美国、澳大利亚、

英国、德国、俄罗斯、巴西等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采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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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贴牌代工的方式生产 iRuLu3C 产品，通过网上零售的方式将产品销

售给终端客户。公司销售的产品主要包括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笔记

本电脑、智能家居用品、户外运动产品等。公司基于国内完整的手机、

电脑及智能硬件产业链，利用成熟的互联网技术及充足的人力资源等

优势，在互联网尤其是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趋势下，深度整合智能硬件

上下游资源，将公司生产组装的自有 iRuLu 品牌产品和挑选的国内优

质产品通过国际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和自有电商平台直接销售给境

外客户。万方网络的主要客户为境外具有互联网消费观念的电子产品

用户群体，该用户群体具有基数大、购买频率高、产品使用体验传播

速度快等特点。 

 

图表233： 万方网络营业收入  图表234： 万方网络净利润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5.2 跨境电商服务厂商 

5.2.1 价之链：营销、支付、物流、培训等一体化跨境生态平台 

公司成立于 2008年 9月，以外贸B2C电子商务运营为核心业务，

主要通过亚马逊、 eBay、速卖通等第三方平台，将消费类电子、汽

车配件、家居运动等产品销售到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

意大利，西班牙及日本等 8 个国家。目前，公司已经在线销售主要产

品涵盖迷你运动摄像机系列、蓝牙无线系列、电脑周边系列、移动周

边保护系列、车载电子用品系列、家居电子用品系列六大领域,主推

3C 数码、家庭安防等产品。公司第三方平台店铺数量，亚马逊 14 个，

eBay9 个，速卖通 6 个。 

图表235： 价之链产品类别 
 

产品系列 产品类型 

迷你运动摄像机

系列 

EX5000 运动 DV、EX4000 运动 DV、无人

机系列 

蓝牙无线系列 蓝牙耳机、无线便携音箱 

电脑周边系列 悬浮机械手感游戏键盘、手提电脑包 

移动周边保护系

列 

3C 不锈钢边钢化玻璃膜、自拍神器 

车载电子用品 行车记录仪、汽车应急电源、高清倒车显示

器 

家居电子系列 空气净化器、多功能排插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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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生产及服务模式较为完善，公司设有产品项目小组，通过

产品与销售的结合，能够独立自主完成产品的引进工作，引进方式主

要为 OED 或 ODM。就采购模式而言，主要分为计划性采购、新产

品采购和零星采购。其中计划性采购主要是针对平台热卖品，采购部

根据产品历史销售情况、用户点击量进行采购需求分析和备货；新产

品采购由大数据精准定位选品，新产品部门对新产品进行调研，并由

供应商配合进行产品的优化定制；零星采购则在用户下达销售订单后，

向供应商针对性采购，总体呈现中小批量多批次的特点。就物流方式

而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国内发货的产品由物流公司（主

要是 DHL、Fedex、UPS 和其他航空小包）到国内仓库取件后发往公

司海外的仓库；另一方面，公司根据客户的订单情况，直接从海外的

本地仓库发货，客户一般 2-5 天可以收到物品。公司以海外仓销售为

主，所有从中国采购的货物，均会发到海外仓库，并在销售后在海外

仓库发送给消费者。 

公司坚持“电商贸易+电商服务”的发展战略，链接 C 端流量，

服务 B 端卖家，以自营电商为基础，软件、营销平台、支付等服务为

核心，电商社区为导流平台，构建三位一体跨境电商生态服务圈。 

公司主攻欧洲（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北美

（美国、加拿大）、日本等销售市场，面向运动爱好者、商务人士、

汽车车主、学生等，基于 SAP 大数据分析发掘爆款，主推 3C 数码、

汽车配件、高居运动等高性价比产品。 

公司强化软件研发运营优势，切入跨境电商服务领域，着力推动

战略转型。通过并购获得“全球交易助手”、“ Amztracker”、

“MerchantMetric.io”及“Amazooka”等软件，不断强化在亚马逊、

速卖通等第三方平台的营销及流程优化能力，推出 DTAS 火箭计划，

为卖家提供一体化亚马逊运营服务。 

 

图表236： 价之链营业收入  图表237： 价之链净利润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5.2.2 波智高远：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双轮驱动 

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 月，主营跨境电子商务零售业务及跨境物

流及全球仓储业务，于 2014.5 在三板挂牌。公司原有业务为基于广电 

DTMB 及 CMMB、3G、WIFI 等多通道无线传输的综合信息发布系

统平台推广和应用，以及无线数字电视系统及关联产品研发、推广、

销售和技术服务。2015 年底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收购三态速递、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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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供应链、鹏展万国、思睿商贸四个跨境电商企业，重组完成后，成

为国内领先的出口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商。 

公司拥有跨境电商和跨境物流的强协同、电子商务高度信息化以

及流程管理系统化。跨境电商零售（B2C）业务：鹏展万国负责技术

服务和运营管理等环节，思睿商贸负责在线销售渠道管理、交易达成

等环节。公司跨境电商业务依托 eBay、亚马逊、速卖通和自营网站等

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选择在线售卖商品，面向全球 200 多个国家消

费者销售高性价比“中国制造”产品，覆盖电子、家居、服装、办公、

珠宝、玩具和汽配等多品类上万种综合小商品。 

公司跨境速递业务同时为近 5 万家跨境电商客户提供国内仓储、

海外仓和第三方跨境物流一站式解决方案，产品覆盖国际邮寄、国际

快递、国际专线、海外仓和跨境进口等业务。公司物流合作伙伴包括

香港邮政、德国邮政、比利时邮政、荷兰邮政等 30 多个海外邮政和

快递公司，同时已在深圳、东莞、中山设立国内仓储中心，在香港、

德国、美国设立境外仓储中心，并成为 eBay、PayPal 战略合作伙伴。 

 

图表238： 波智高远营业收入  图表239： 波智高远净利润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5.2.3 爱淘城：出口 B2C 综合服务提供商 

爱淘城于 2010 年 7 月成立，是一家集电商、物流、仓储、跨境

出口零售贸易为一体的出口 B2C 综合服务提供商，主要以买断式自营

方式，通过亚马逊、eBay、Wish 等海外第三方平台，将中国品牌及自

创 LUMSING 等品牌产品销售给终端客户。 

公司在海外仓储体系和全产业链独具优势，相比同行更早布局海

外仓，是第一家在全球拥有 6 个（英、美、德、澳大利亚、日本、加

拿大）自建海外仓的电商公共平台服务公司，超 95%销售额来自海外

仓，同时公司业务涉及全产业链能有效缩短采购至销售中间环节。未

来，公司开展跨境电商产业信息服务，为其他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从产

品采购、跨境运输及供应链管理，到产品营销和物流配送等跨境电商

全链条解决方案服务。 

公司品类包括电池、3C 及周边配件、服装、家居用品等，主要

以电池、LED 灯条、键盘为主，商品品牌以第三方品牌为主，自有

品牌为辅。物流运输分三段：供应商至国内中转仓、国内中转仓至海

外仓、海外仓至终端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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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40： 爱淘城产品系列  图表241： 爱淘城三段式物流运输 

产品类别 产品特点 适用范围 

电池 

用途广泛，质量上

乘，供电稳定，货

源充足 

笔记本、电动工

具、万能充电设

备 

LED 类 
用途广泛，质量上

乘，货源充足 

汽车照明、舞台

灯光设备 

电脑配件 
用途广泛，质量上

乘，货源充足 

无线键盘、无线

鼠标 

其他 

款式新颖、功能强

大、质量上乘、市

场需求广 

日常生活、户外

活动、儿童服饰、

情趣内衣 
 

 物流分段 运输过程 运费收取情况 

第一段 
供应商发货至国内

中转仓 
供应商承担运费 

第二段 

第三方物流公司从

国内中转仓运至公

司海外仓（海运、

空运和快递） 

物流公司按货物

重量或体积向公

司收费 

第三段 

海外仓库根据订单

直接安排当地物流

公司发货至终端消

费者 

海外子公司按合

同约定方式与物

流公司结算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所 
 

图表242： 爱淘城商业模式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方正证券研究所 
公司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建立起完全自主运营的仓

储、物流和分销基地，具有独立销售体系、完整 B2C 跨境电商业务流

程。公司主要在 eBay、Amazon 、Wish 等海外第三方平台进行网络

零售，赚取销售收入与采购成本差价。2015 年公司在 eBay 平台上收

入占比 65.6%，Amazon 34.4%。未来公司拟主要采用代销模式进行销

售，供应商将商品出口至公司海外仓，商品由公司卖出并经海外仓发

货后才实现风险转移，降低公司资金占用。 

图表243： 爱淘城营业收入  图表244： 爱淘城净利润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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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环境下滑、全球贸易市场变化、产业转型不达预期 

 

 

 

 

感谢实习生刘朝阳、张轲珍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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