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武汉、广州、上海……
在 宁 波 国 际 会 展 中 心 10 号 馆 三
楼，铁大大网的员工忙碌地处理着
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截至昨日，
这家跨境贸易物流服务平台今年累
计订单突破 3000 票，成交近 4000
万元，已接近去年全年业务量的九
成。

在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试行满半
年之际，第一个吃到出口退税“螃
蟹”的宁兴云平台迎来爆发性增
长：刚刚过去的 4月份，平台小包
裹出口接近 1万单，环比增长了数
倍。

今年以来，我市物流平台、外
贸综合服务平台发展态势良好，成
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来自省商务
厅的数据，一季度，宁波外贸进出
口增幅跃居全省第一，这其中各类
平台功不可没。它们或从事以铁路
运输为主的多式联运，或通过“线
上服务＋线下资源”提供一站式进
出口服务，或组建联盟开疆拓土，
助力广大中小外贸企业在新常态下
成功突围。

铁路拼箱：
拼出亿元级市场

3月 30日，2017电商武林大会
正式启动，首届电商武林大会盟主

“铁大大网”应邀分享案例。“我们
希望在物流方面，做一个垂直的铁
路货代。”铁大大网创始人、CEO
邵一峰说，“铁路的价格比空运便
宜三分之二，比海运快一到两倍。
如果到中东欧国家，企业能节省两
倍的时间，比如从宁波发往波兰华
沙的货物，走海运是 35 天，而铁
路只要12天。”

近年来，蓬勃发展的跨境电商
业务，对传统运输渠道提出了新考
验。为了缩短跨境商品特别是保鲜
商品和新产品的运输周期，广大跨
境电商企业不得不采用空运方式来
进行运输。铁大大网瞄准了这些企
业降低物流成本的痛点，用整合的
铁路物流解决方案将这部分市场收
入囊中。“我们提供从物流车上门
提货，到自动分配最优装箱/拼箱
方案，再到铁路运输、到港、清
关，最后用欧洲当地的快递或邮
政送货上门等一系列服务，既解
决了运输成本高的问题，又减少
了货物跨境清关等烦琐流程。”邵
一峰说。

2014年，邵一峰创办了铁大大
网，整合渝新欧、湘新欧、苏满欧
以及德国铁路、哈萨克斯坦铁路快
运等国内外铁路班列资源，旨在打
造国内首个线上国际铁路口岸以及
铁路拼箱运输服务平台。“传统
B2B货代的商业模式会刻意营造信
息不对称，以此赚取差价。同时，
传统货代信息化不明显，货到了哪
里、确切的到货时间等都很难查
到。”他说。

基于此，铁大大网采用的是
“铁路货代+互联网”模式，用户
可以在线直接下单，免去传统货代
中的电话、邮件反复沟通的烦琐流
程。另外，平台即将推出智能物流

查询系统，只要输入始发地和目的
地，系统就会自动给出最优物流方
案，并即时报价。货物在途中支持
随时查询物流信息，货物到了哪
里、通关情况等都可以随时查询。

瞄准外贸订单小单化发展趋
势，铁大大网开辟了新服务形态
——拼箱，即将一个集装箱分包给
不同的中小型客户，这样一个 65
立方米的集装箱往往可以服务很多
客户。邵一峰认为，选择铁路拼
箱，既是出于进一步压低成本的考
虑，又符合未来货物结构越来越
小、发货越来越频的趋势。

成立不到三年，铁大大网已经
在长江流域和上海、广州等大城市
完成了布局，通过和全国各个中欧
铁路口岸合作、签订稳定的包仓协
议，为客户提供有弹性的铁路物流
方案。同时，在国内和欧洲地区自
建物流仓，武汉、重庆两个跨境物
流监管仓正在筹建中，波兰物流产
业园、德国汉堡及杜伊斯堡的物流
产业园等也将落成。

2016年，铁大大网完成物流营
业额 4500多万元，拼箱约 15000立
方米，同比增长了 20 倍。其中，
拼箱业务占到铁大大网主营收入的
70%以上。今年以来，平台拼箱营
收及订单数量仍在大幅上升中，预
计全年物流营业额将超过1亿元。

小包出口：
零星小沙积成塔

在宁波国际邮件互换局，上万
个邮包整齐地码放在通关区域，有
条不紊地通过自动化分拣传输设
备。随后，它们将搭国际航班直邮
日本、俄罗斯、欧洲、美国等地。

“现在，小包裹的出口和退税已成
为平台的主营业务。”现场，宁兴
云外贸服务公司总经理郑海波告诉
记者。

去年 12 月，宁波宁兴云外贸
服务有限公司收到了我市跨境电子
商务零售出口货物的首笔退税款
35.24 元。之前两个月，平台客户
的运动鞋、针织服装等商品通过宁
波国际邮件互换局发往国外，成为
全市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首单。

“宁波国际邮件互换局设立 10
个多月来，现在每天有五六万个邮
包出口。”郑海波说，看好小包出
口的发展潜力，宁兴云外贸服务平
台开始侧重于小包裹的出口及退
税，通过差异化竞争抢占跨境零售
出口新“蓝海”。“3 月份我们做了
1000 多单小包出口业务，4 月份每
天稳定在三四百单左右，仅上半个
月就做了 4000 多单，出口目的地
集中在俄罗斯、美国和加拿大等国
家。”他给记者罗列了一大串数字。

与传统的一般贸易相比，小包
出口的最大好处是灵活、时效性
强，但因为金额小、报关烦琐，企
业和个体经营者往往不去退税。为
解决小包出口的退税问题，宁兴云
专门开发了自动报关系统，客户数
据传到平台后，整理完毕自动导入
系统，并与宁波国际物流公司实现
对接。借助这套系统，客户的小包
出口退税业务全部交由宁兴云负
责。“客户只要有税票就行了，其
他退税手续我们会代办。”郑海波
告诉记者，一个邮包少则退税二三
元，多的有几十元，“一个月下
来，很多客户拿到了几千元退税，
上万元的也不在少数。现在，客户
已经由以前的‘无所谓’变成‘有
所谓’。”

除了出口退税服务，平台为出
口供应商和小型外贸公司提供融
资、市场拓展、大订单统筹、人员
培训等服务，而海外的采购商可以
通过平台实时了解其所下订单的生
产进度、物流进度、产品认证情况
等。“接下来，我们还会做跨境电
商云平台，让所有数据在一个服务
器上实现流转，最大限度节省中小
企业的成本和时间。目前，宁兴云
已 实 现 与 速 卖 通 平 台 的 数 据 连
接。”他说。

未来，宁兴云平台还将推出一
揽子服务解决方案，帮助广大中小
外贸企业实现“抱团取暖”，助力
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比如，考虑合
作设立园中园，承接园区运营、人

员培训、产品开发、电商辅助服
务、金融支持、平台建设等业务。

“我们希望宁波国际邮件互换局能
开辟专门的跨境出口区，助力我市
小包出口实现质的飞跃。”郑海波
表示，2017年平台预计实现进出口
总额 3000 万美元，而去年为 1000
多万美元。

物流联盟：
增强会员话语权

2016 年 12 月 13 日，第二届大
赢家国际物流节在宁波举行，云集
了国内 20 多个城市的 1000 多名物
流精英。这是大赢家物流平台线下
巡回论坛的一部分。

两年前，宁波大赢家物流技术
有限公司创始人贺舟舰牵头组建了
国际物流供应商联盟 （SAIL）。该
联盟以开拓全球市场，降低合作风
险为目标，基于移动互联网平台为
中小型国际物流企业构建起一个全
球业务诚信合作网络。目前，联盟
会员已经发展到 1000 多个，覆盖
50多个口岸城市，包括越南、德国
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其中核心会员
145个。

“宁波发达的港口催生了体量
庞大的物流服务业，形成了船公
司、货代、拖卡、路上运输等多个
专业服务环节，目前全市物流企业
有 3000 多家。但与此同时，由于
物流环节众多，信息不对称现象大

量存在，需要有人居中协调，让整
个物流供应链运转更加顺畅。”贺
舟舰表示，从全球范围来看，物流
联盟组织并不少见，目前做得最好
的是世界货物运输联盟 （WCA），
全球有 5000 多个会员，而且具有
良好的盈利能力。

SAIL 成立以来，开发推出了
物流行业社交软件“货货 APP”，
除了类似于微信这样的人脉社交功
能外，还有整柜、特种柜、拼箱、
空运箱等国际物流运价查询，集装
箱、船期跟踪等。目前，“货货
APP” 的 注 册 用 户 已 经 突 破 1 万
人，并推出了小语种版本。同时，
每年举办全国重点口岸行活动，推
广 SAIL 联盟和“货货 APP”，在大
连、青岛、上海、厦门、深圳、重
庆、南京、武汉等城市举行大赢家
国际物流货货粉丝节活动，在德国
汉堡、越南胡志明市以及中国香港
地区也组织类似活动。

宁波发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成
为 SAIL 的会员后，逐步建立了自
己的海外代理网络，具备了为客户
提供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的能力。
如今，这家物流企业已从传统的货
运代理向跨境电商物流、贸易咨询
等增值服务转型。

“我们的目标是，在互联网时
代打造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全球
货运物流联盟，让更多的中小物流
企业能够对接国际市场，获得更多
的话语权。同时，让全球各地的中
小物流企业通过 SAIL 平台和宁波
物流业合作，为宁波引进更多的国
际化物流人才，让‘最后一公里’
更有竞争力。”贺舟舰表示。

借助“互联网＋”，充分叠加
运输、仓储、单证、报检、报关、
保险、融资、外汇核销、出口退税
等多种功能；让中小微企业充分享
受平台集成带来的资源优势和价格
优惠，提高议价能力和市场开拓能
力……眼下，我市越来越多的物流
平台、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正在茁壮
成长，这一朵朵“平台云”色彩斑
斓，为宁波外贸经济带来
新动能，让甬企在国际大
浪面前“惊人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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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宁波开放新动能⑧
物流外贸平台，如何助企“惊人一跃”？

新闻内存

平台经济
平台经济，是指依托

虚拟交易空间，为双边客
户提供交易信息和交易机
会，以促成双方实现交易
并由此产生经营效益的
新型经济形态。

本报记者 俞永均

B3 甬企深耕“一带一路”

B4 穿越百年
跟着老外看宁波

导读

B2 港航经济向枢纽经济突破

本报讯 （记者俞永均） 近
日，阿里研究院与 DT 财经联合
发布报告，第一次以大数据的形
式，描绘出跨境电商连接起来的
网上丝绸之路。数据显示，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
电商连接指数前十名国家分别
是：俄罗斯、以色列、泰国、乌
克兰、波兰、捷克、摩尔多瓦、
土耳其、白俄罗斯、新加坡。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
研究院院长高红冰表示，网上丝
绸之路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
的先导，跨境电商合作可以更好
地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
易畅通，更好地惠及当地民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俄罗

斯、乌克兰、以色列、白俄罗斯和波
兰是购买力排名前五的国家。而摩
尔多瓦是中国跨境电商出口渗透
最高的国家。中国制造的手机和零
配件、时尚珠宝、女装、服装和配
饰、美甲用品是最受欢迎的五大品
类。特别是摩尔多瓦人，最喜欢跨
境网购中国手机。不丹人喜欢跨境
网购中国制造的服装和配饰。

由阿里研究院编制的“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连接指
数，旨在反映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在跨境电商贸易方
面的连接紧密程度。出口指数越
高，表示该国购买“中国制造”
的商品越多；进口指数越高，表
示中国消费者购买该国商品越多。

“一带一路”跨境电商报告发布

俄罗斯购买力最强

“我们希望在
物流方面，做一个垂
直的铁路货代。”铁大
大网创始人、CEO邵
一峰说，“铁路的价格
比空运便宜三分之
二，比海运快一到两
倍。如果到中东欧国
家，企业能节省两倍
的时间，比如从宁波
发往波兰华沙的货
物，走海运是 35天，
而铁路只要12天。”

在跨境电商零售
出口试行满半年之
际，第一个吃到出口
退税“螃蟹”的宁兴
云平台迎来爆发性增
长：刚刚过去的 4月
份，平台小包裹出口
接近 1万单，环比增
长了数倍。

首趟中欧班列 （伦敦-义乌） 从中国阿拉山口口岸入境。 （新华社发）

宁波国际邮件互换局堆满了邮包。（俞永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