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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新模式研究
孙　 硕

(长春师范大学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　 要] 近年来我国的互联网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ꎬ 并导致对外贸易的方式以及规则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变ꎬ 并

且诞生了 “互联网＋对外贸易” 的新兴外贸模式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政府部门对于跨境电商平台的支持力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提升ꎬ 对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工作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ꎬ 导致服务贸易领域也出现了巨大的改变ꎮ 文章主要就 “互联

网＋” 背景下我国的对外贸易新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与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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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互联网＋” 概述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ꎬ 其普及率也

处于不断增加中ꎮ 相关研究表明在 ２０１６ 年初我国互联网的

普及率已经超过了 ５０％ꎬ 全国的互联网用户也达到了六亿

人次ꎬ 较之往年也呈现了不断增长的趋势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李克强总理也在 ２０１５ 年提出了一系列的 “互联网＋” 新政

策ꎬ 主旨在于引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各个行业的创

新与发展ꎬ 借此来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实力以及市场竞

争能力ꎮ 在 “互联网＋” 时代中ꎬ 主要是应用大数据、 云计

算以及物联网这三项技术ꎬ 来完成传统企业的改造以及升级

工作ꎬ 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电子商务、 工业互联网以及互联

网金融三大板块进行不断的整合与发展ꎬ 从而实现传统对外

贸易模式的优化与创新ꎮ 近年来随着我国 “一带一路” 建

设的不断深入与推广ꎬ 使得 “互联网＋” 也能够以信息流作

为基础ꎬ 对于整个海外市场的布局也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ꎮ
因此说 “互联网＋” 背景下我国要积极对现有的对外贸易模

式来进行不断的优化与完善ꎬ 借此来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

争能力以及影响能力ꎮ

２　 互联网经济简析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ꎬ 也就导致了互联网经济这

一新型经济形态的出现ꎬ 其主要是通过互联网跟经济相结

合ꎬ 并且可以使得线上跟线下的交易同步进行ꎬ 来产生更高

经济效益的一种交易模式ꎮ 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ꎬ 互联

网经济还具备有能够打破时间与空间所造成的限制的优势ꎬ
并且能够使得贸易速度得到有效的提升ꎮ 但是该交易模式因

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能够在互联网上进行ꎬ 并直接导致了对

经济的约束能力也得到大幅度的降低ꎮ 此外在互联网经济

中ꎬ 还具备有虚拟化、 速度化以及创新性的特点ꎬ 这也就使

得对外贸易的形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ꎬ 其贸易速度也能够得

到迅速的提升ꎮ

３　 在 “互联网＋” 背景下对外贸易新模式的转变

网络经济作为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产物ꎬ 其能够

通过将互联网跟经济进行有效融合的模式来完成线下同步交

易ꎬ 并借此来获取到更大的经济效益ꎮ 近年来随着我国互联

网技术的迅速发展ꎬ 使得互联网经济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ꎬ

对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工作也造成了以下几点改变ꎮ
３１　 跨境电子商务

在 “互联网＋” 背景下ꎬ 电子商务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

了迅速的发展ꎮ 该交易模式主要是基于电子商务平台来进行

的ꎬ 并且能够直接借助于网络来完成支付以及结算工作ꎬ 然

后借助于跨境物流来完成商品的配送工作ꎬ 最终完成对外交

易ꎮ 电子商务的兴起ꎬ 一方面使得国际的贸易程序得到了有

效的简化ꎬ 并能够进一步提升交易的智能化以及交易效率ꎮ
此外在电子商务模式下ꎬ 买卖双方可以直接通过电子商务来

进行交易ꎬ 并能够通过多种网络终端来进行支付操作ꎬ 这样

也就使得资金的流转速度得到进一步的提升ꎬ 对于一些对外

贸易企业的管理效率跟运转模式也能够起到良好的优化效

果ꎮ 因此说各个企业还需要充分重视跨境电子商务的重要

性ꎬ 然后在此基础上完成自身的转型工作ꎮ ２０１７ 年ꎬ 我国

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总额便已经达到了 ８ 万亿元ꎬ 这也就表

明了跨境电子商务在近年来得到了飞速的发展ꎬ 并逐渐成为

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一种重要贸易模式ꎮ
３２　 海外仓的建设

我国商务部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在 « “互联网＋流通” 行动计

划» 中提出了建设海外仓这一境外物流体系ꎮ 海外仓作为

一种新型的跨国物流模式ꎬ 其能够使得跨境电子商务的营运

范畴得到进一步的提升ꎬ 并且能够使得境外物流的运作成本

得到有效的提升ꎬ 因此也得到了各个顾客们的好感ꎮ 此外通

过海外仓的建设ꎬ 还能够使得物流成本得到大幅度的降低ꎬ
并能够进一步提升物流的运转效率ꎬ 从而促进境外电子商务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ꎮ 通过海外仓建设的模式ꎬ 还能够使得我

国取得良好的国际市场开拓效果ꎬ 对于我国经济实力的进一

步提升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ꎮ 随着我国 “一带一路” 倡

议的实施ꎬ 使得 Ｂ２Ｂ 电商也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概率ꎮ 在这

一背景下ꎬ 海外仓的大力建设也能够实现中国的出口转型升

级ꎬ 并能够成为海外获取到品牌权、 定价权以及知识产权的

重要推动力量ꎮ 借助于大数据技术的合理应用ꎬ 还能够对海

外市场的具体需求进行有效的分析ꎬ 对于产品的细分定位也

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ꎮ
就海外仓建设对于我国对外贸易的优势进行分析ꎬ 发现

在海外仓建设完成之后ꎬ 能够让海外贸易过程中的物流成本

得到有效的降低ꎬ 并能够进一步提升物流的实效性ꎬ 这也就

能够使得贸易的另一方获取到良好的贸易体验ꎬ 对于我国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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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外贸形象的构建也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ꎮ 此外海外仓的建

设还能够助推我国国际贸易市场的开拓ꎮ 因此说海外仓建设

工作能够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工作进行有效的转型以及升

级ꎬ 对于我国对外贸易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

意义ꎮ

４　 “互联网＋” 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措施

　 　 我国的 “互联网＋对外贸易” 发展模式尚处于发展阶

段ꎬ 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还存在有比较多的问题ꎮ 比如对外

贸易的流程完善程度不足ꎬ 多数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的规模较

小ꎬ 电子商务平台上的订单数零散等诸多问题ꎬ 这也就导致

了对外贸易流程依旧存在有一定的复杂性ꎬ 其工作量也相对

比较大ꎮ 此外在我国的 “互联网＋对外贸易” 发展趋势之

中ꎬ 还存在有对外贸易的产品缺乏特色的问题ꎬ 同质化现象

还不同程度存在ꎬ 部分跨境电子商务企业通过盲目降价的模

式来提升自己产品的竞争优势ꎬ 从而导致了一系列不良竞争

行为的出现ꎬ 对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影

响ꎮ 针对这些问题ꎬ 需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ꎬ 来进一

步加强我国 “互联网＋对外贸易” 模式的合理性以及科学

性ꎬ 借此来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行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ꎮ
４１　 进一步加强对跨境电子商务的宣传以及推广力度

在我国的电子商务行业发展以及推广过程中ꎬ 还有部分

人对于跨境电子商务存在有一定的误解ꎬ 并直接影响到电子

商务行业的进一步发展ꎮ 针对这一问题ꎬ 也就要求我国的相

关电子商务企业以及政府部门能够进一步加强对电子商务的

宣传与推广力度ꎬ 在具体的宣传与推广过程之中还需要充分

结合相应的电子商务技术来进行ꎬ 并不能只对电子商务的概

念以及前景等空乏的层面进行宣传ꎮ 在该宣传模式下ꎬ 能够

进一步加强人们对于电子商务实际技术以及贸易模式的认知

程度ꎬ 并借此来了解该对外贸易模式的应用前景ꎬ 从而促进

我国的电子商务行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ꎮ 此外在对跨境电

子商务模式进行宣传和推广的过程中ꎬ 还需要加强对网络安

全知识的宣传ꎬ 这样能够使得民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得到有效

的降低ꎬ 并能够进一步减少网络诈骗等违法事件的发生ꎮ 最

后还需要积极聘请该行业的专家以及领军人物来进行宣讲ꎬ
对于线上以及线下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进

行答疑ꎬ 从而使得群众们的参与度得到进一步的提升ꎮ 通过

进一步加强对跨境电子商务的宣传以及推广力度的模式ꎬ 也

能够让人们充分了解到电子商务跟日常生活的紧密相关性ꎬ
并能够促进群众的参与度得到进一步的提升ꎬ 只有这样才能

够为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足够多的群众支持ꎬ 借此来

促进我国的电子商务行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ꎮ
４２　 进一步加强对电子商务的根基建设力度

为了保障电子商务的稳健与健康发展ꎬ 也就需要实现做

好电子商务的根基建设工作ꎬ 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我国跨境电

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ꎬ 并促进 “互联

网＋对外贸易” 的应用效果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ꎮ
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我国的信息化建设力度ꎬ 在 “互

联网＋电子商务” 的发展过程中离不开信息管理工作ꎮ 近年

来我国的互联网技术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ꎬ 其对于信

息的利用效率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ꎬ 在此基础上也就导致

了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ꎮ 因此说进一步

加强信息化建设力度也是促进我国 “互联网＋” 背景下对外

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ꎮ 在加强信息化建设过程中ꎬ 要求

相关部分能够积极进行信息技术人才的培育工作ꎬ 并需要鼓

励各高校学生们进行信息技术以及电子商务相关细信息的学

习ꎬ 这样才能够为 “互联网＋” 背景下的对外贸易工作提供

足够多的储备人才ꎬ 并能够促使我国的对外贸易行业得到更

进一步的发展ꎮ 除此之外ꎬ 还要求我国的财政部门能够加强

对各种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ꎬ 并需要进一步扩大我国互

联网的覆盖范围ꎬ 这样才能够为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

一个良好的基础ꎮ
除了加强我国的信息化建设力度之外ꎬ 还要求各个对外

贸易企业能够积极进行大数据技术的合理应用ꎬ 在大数据技

术基础上来进行市场的分析ꎬ 能够实现不同企业的有效市场

定位ꎬ 并能够使得产品细分市场定位的合理性得到进一步的

提升ꎮ 在 “互联网＋” 背景下进行对外贸易行业的发展过程

中ꎬ 只有充分重视市场定位、 产品定位、 潜在消费者、 产品

结构以及物流配送这五项要素ꎬ 并在此基础上来进行电子商

务运行模式的具体选择ꎬ 才能够保障自身的电子商务模式能

够充分符合各个区域的文化选择ꎬ 从而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

行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ꎮ 只有做好网络建设工作以及市场

的分析工作ꎬ 才能够保障企业在对外贸易实施过程中实施模

式的合理性以及科学性ꎬ 并给予该企业带来良好的经济

效益ꎮ
４３　 对跨境电子商务流程进行不断的规范与优化

在跨境电子商务的实施过程中ꎬ 其流程相对比较复杂ꎬ
并且需要经过跨境电子商务会谈、 交易、 支付、 海关、 物流

以及退税等多个环节ꎬ 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错误ꎬ 对于整个跨

境电子商务交易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ꎮ 为了保障整个跨境

电子商务的顺利实施ꎬ 还需求我国的政府部门充分发挥出自

身的宏观调控手段ꎬ 并需要进行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流程的不

断规范与完善ꎮ 在具体的规范过程中ꎬ 需要就跨境电子商务

的各个环节特点进行分析ꎬ 然后在结合这些特点基础上来进

行业务流程的不断规范ꎬ 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满足电子商务

下对外贸易工作的合理性ꎬ 并能够为对外贸易的顺利进行奠

定一个良好的基础ꎮ 因此相关的政府部门还需要在结合我国

对外贸易发展现状以及互联网技术应用情况的基础上ꎬ 来进

行管理制度的针对性制定ꎬ 并对现有的对外贸易市场进行规

范ꎮ 只有在合理规范的管理制度约束下ꎬ 才能够确保各个跨

境电子商务企业能够进行良性的竞争ꎬ 并借此来保障我国对

外贸易行业的持续发展ꎮ
通过构建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监理部门的模式ꎬ 能够对整

个跨境电子商务市场起到良好的监管效果ꎮ 对于部分违背了

市场规律ꎬ 并进行恶意竞争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ꎬ 还需要给

予其必要的惩罚ꎬ 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的

日常经营行为得到有效的规范ꎬ 从而保障整个对外贸易市场

的顺利发展ꎮ 通过监管部门来进行跨境电子商务的监管ꎬ 并

对违法企业进行严厉打击的模式ꎬ 还能使得对外贸易的商品

得到有效的控制ꎬ 并能够很好地避免一些质量不达标的商品

流入对外贸易市场之中ꎮ 这样也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构建其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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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声誉ꎬ 对于我国各跨境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也能够起到一

定的促进意义ꎮ 因此说只有不断加强对跨境电子商务流程的

规范力度ꎬ 并构建一套符合我国对外贸易以及互联网发展情

况的业务流程规范ꎬ 才能对现有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起到良

好的规范效果ꎬ 从而促进 “互联网＋” 背景下对外贸易行业

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ꎮ
４４　 借助于电子商务的贸易模式来进行国际市场的开拓

随着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ꎬ 使得全球经济的融合速度

进一步加快ꎬ 并加深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程度ꎮ 可以说金融

电子化发展能够让全球范围内的资金使用效率得到显著的提

升ꎬ 对于跨银行、 跨地区的贸易结算工作ꎬ 顾客也能够借助

于网络这一媒介手段来获得全天候的贸易服务ꎮ 此外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ꎬ 使得中小企业也能够及时应用网络这

一媒介来对自身的销售方案跟经营策略进行不断的优化与调

整ꎬ 借此来获取到利润的最大化发展ꎬ 并能够进一步提升自

身在行业中的市场竞争能力ꎮ 此外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的应

用ꎬ 还能够帮助企业进行各种市场资料的不断收集ꎬ 这样也

就能够对潜在消费者的产品需求情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ꎬ 并

能够为企业自身的研发、 生产以及销售工作进行及时的处

理ꎬ 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企业获得多元化的发展ꎮ 而在进行

对外贸易的过程中ꎬ 也就要求各跨境企业能够借助于大数据

等互联网技术ꎬ 来对世界各地中的资源信息进行及时的获取

以及分析ꎬ 只有这样才能够给予国际市场的开拓提供足够多

的数据支撑ꎬ 并促进该企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ꎮ 在对外贸

易过程中各企业还可以积极通过电子商务的模式ꎬ 来进行消

费群体的有效吸取ꎬ 然后通过针对性的物流服务来给予客户

良好的消费体验ꎬ 这样才能够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

口碑得到进一步的提升ꎬ 对于我国对外贸易行业的进一步发

展也能够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ꎮ

５　 发展趋势

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 Ｂ２Ｂ 模式在市场份额以及盈利能

力等层面上均获得了持续的发展ꎬ 因此说在未来几年内ꎬ 我

国的电子商务还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ꎬ 并且具备有非常大

的市场潜力ꎮ 可以说跨境电子商务这一贸易模式能够使得原

本贸易过程中的国界限制逐渐消失ꎬ 并能够将以往的线下贸

易转变为线上贸易ꎮ 近年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但发展ꎬ

使得移动终端的性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ꎬ 这也能够为跨

境电商的发展提供足够多的技术支持ꎮ 此外线上交易模式虽

然在货物贸易数量上面存在有一定的差异性ꎬ 但是能够使得

对外贸易产品种类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ꎬ 对于国际市场的开

拓也具有良好的积极意义ꎮ 比如说跨境电商企业可以将原本

的服饰日用品等零售商品朝着家电以及汽车等大型商品来进

行扩展ꎮ 为此我国的政府部门还需要对一些具备有成熟基础

标准的大型专业化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进行大力的扶持ꎬ
并需要将出口规模的提升作为现阶段对外贸易工作中的一项

重要组成部门ꎬ 只有这样才能够鼓励各个企业借助于贸易便

利化政策来进行不断的发展ꎬ 从而提升我国的对外贸易

水平ꎮ

６　 结　 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进一步加深ꎬ 也就要求我

国能够对自身的对外贸易模式进行不断的优化与完善ꎬ 借

此来获取到国际市场竞争的先机ꎮ 而在 “互联网＋” 背景

下ꎬ 通过电子商务这一商务模式ꎬ 能够借助于互联网平台

来实现国际贸易双方的贸易活动ꎬ 并能够进一步缩短双方

的商务谈判时间ꎬ 对于国际贸易行动进行速度的加快也有

着一定的促进意义ꎮ 此外ꎬ 近年来我国的海外仓建设力度

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加ꎬ 这样才能够有效节省 “互联网＋”
下对外贸易过程中的物流成本ꎬ 并能够进一步优化现阶段

的对外贸易物流服务ꎮ 综上所述ꎬ 只有进行 “互联网＋对
外贸易” 模式的不断应用ꎬ 才能够对我国国际贸易市场的

进一步发展提供足够多的帮助ꎬ 从而促进我国的国民经济

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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