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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解决在互联网 + 新环境下物流业的发展问题，在对我国物流业现状以及“互

联网 +”环境的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物流业应在新环境的冲击下转变思想，以一体化、智能化、精准化发展为导

向，从而指出新环境下物流业发展创新的可行性道路，为互联网经济下物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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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Logistics Ways In Internet + Environment
□ ZHOU Jia － jie

( Ningbo City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Ningbo 315100，China)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to remove the problems in development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within the new Internet + environment，status quo of China's logistics industry and features of Internet + conditions are
analyzed for idea transformation of logistics industry with the compacts in the new environment．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s
developing in an integrated，intelligent and precise way． Feasible ways to logistics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nvironment
was put forward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n Intern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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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互联网 +”已经被纳入我国

总体发展战略体系。在我国众多行业中，物流业作为服务保

障性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显著提升。中国物

流业目前正处在“物流硬件升级阶段”末期和“物流成本管理

时代”的初期，而在“互联网 +”的新环境下，我国物流业的转

型升级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命题。
2 我国“互联网 +”环境特点

全国范围内引入“互联网 +”概念是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

+”计划，推动移动互联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互
联网金融等健康发展。随后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

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了 11 项重点行动，其中一半

以上与物流业有直接关系。
首先，“互联网 +”建立在相对成熟的信息技术基础上，信

息的传递效率明显优于传统模式，能够让企业在数量庞大的

客户群中做到精确定位，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其次，线下环境受现实因素制约过多，不同国家和区域处

理问题的方式不尽相同，无形中增加了企业跨区域开展业务的

成本。而“互联网 +”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无时空约

束，许多线下存在的壁垒能够借助信息技术的优势一一击破。

再者，“互联网 +”是一个全新的能够让彼此分享共赢的

环境。一旦引入“互联网 +”概念，平等的互联网环境降低了

之前社会生产中所需的信息成本，让企业的业务开展更加顺

畅，改变行业老旧的盈利模式，衍生出更多的新商机。
依托互联网经济，原有的游戏规则将重新制定，甚至部分

行业将被重新洗牌。
3 我国物流业现状分析

3． 1 行业现状

据中国产业发展研究网发布的数据显示，2005 － 2014 年

全国社会物流总额逐年递增。其中 2014 年全国社会物流总

额 213． 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 9%，增幅比上年回落 1． 6 个百

分点。2015 年 1 － 10 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 9 万亿元，

同比增长 5． 7%［1］。而在 2015 年 1 － 10 月，社会物流总费用

规模为 8． 3 万亿元，其中总费用的构成比例如下表( 1 ) 所示。
( 单位: 万亿元、% )

表 1

指标
绝对额

( 万亿元)
同比增
长( % )

占社会物流
费用的比重( % )

社会物流总费用 8． 3 4． 0 100
其中: 运输费用 4． 2 3． 6 50． 9

保管费用 3 4． 1 35． 5
管理费用 1． 1 5． 2 1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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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物流园区经济在物流业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

地位，我国在物流园区建设上虽起步晚，但市场需求与潜藏量

大是其发展优势，目前我国物流园区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土地

的极差收入、办公楼、库房及货场租金等，但可喜的是，各种增

值服务占物流园区收入的比例已经在逐渐升高，由此可见目

前我国物流园区经济结构化改革已经开始。
3． 2 行业问题

据统计，2015 年中国物流总成本占 GDP 的比例为 16%，

虽然较 2014 年下降了两个百分比，但是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

差距。而物流成本在与商品最终生产成本的比例上，我国的

表现更不理想，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在 15%—25% 左右，而

我国达到 30%—40%。物流成本的比例过高绝不是好事，其

直接反映出粗放型物流生产模式仍是我国物流业的主流，行

业信息不透明，物流企业效率低下、零散而无法优化整合而造

成的资源浪费是成本过高的主因。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①行业内过于分散，资源整合程度低。
不同于快递模式，三点一线构成整条业务链，信息透明，

标准明确，易于整合。传统的物流行业市场混乱而复杂，从货

主到收货方，中间少则两到三个环节，多则经过七八次倒手，

每个环节都要从中谋取一定利润，而并没有产生实质的效益。
行业分散，有限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物流从业者往往因为能

力不够被迫将货源转手其他更有实力的从业者，靠赚取一点

信息费勉强生存，这也是为什么信息成本在整个物流成本中

居高不下的原因。
②先进技术与行业低门槛形成矛盾壁垒。
随着科技的发展，各行业的传统模式正受到新技术的不

断冲击，物流行业也不例外。在物流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支撑

下的物流运作早已不是新鲜事，而在我国，先进技术的普及并

不顺畅，其关键在人，我国的物流业从业门槛低，缺乏高素质

的物流专业人才，而众多小微公司或者所谓的门店，成为我国

物流行业庞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让这部分从业者接受

甚至是掌握新兴的技术，难度不小。
③物流企业自身成本难以下降。
除了物流行业本身，外部因素往往也使物流企业发展不

畅。比如居民生活对于物流的需求与城市总体规划对物流企

业的制约形成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物流企业不断往城市周

边迁移是趋势，面对各种限制必须应对，无疑增加了企业自身

的负担，成为物流企业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3． 3 行业趋势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互联网 +”经济的双重推进

下，我国物流行业走向现代化是大势所趋，而核心就是“互联

网 + 物流”。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资源优化整合是必由之

路。用互联网的思维，传统物流行业所存在的问题都将迎刃

而解。预计“十三五”期间中国第三产业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16%。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物流行业整体增速可以达到

20%以及基础物流服务( 仓储与运输) 增速仅在 10% 左右，预

计“十三五”期间，诸如供应链管理、专业第三方物流和冷链物

流服务等高端物流服务将可 以 迎 来 年 均 30% 左 右 的 持 续

增长。
进一步研究发现，物流业的改革转型正是以电子商务为

代表的“互联网 +”汛潮倒逼物流行业的必然现象，物流想要

跟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必须做出改变，从国外经验来看，

先进的物流技术与一条龙式的整体解决方案相融合是未来我

国物流发展的战略方向，也就是说能够达到软硬件双力合并

的供应链型企业将会在我国的物流业洗牌浪潮中生存下来。
4 “互联网 +”环境下物流行业的创新发展

4． 1 物流行业的新转变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更加趋于规模化和专业化，伴随着现

代化信息技术逐渐成熟以及企业对于成本把控越来越苛刻，

我国物流行业正处于全面改革时期。将从以前的分散转向集

中，从无序经营走向有序发展，从低技术低层次低门槛迈向高

技能高规格高专业性。伴随着这种现象，一些能够适应新常

态经济环境的物流企业逐渐涌现并发展迅速，这也是“互联网

+”环境下物流行业创新发展的必然现象。
我们尚可大胆的将物流企业想象成一个技术型的互联网

企业，最终决定企业能否生存下来的不是你有多大的仓储面

积，也不是你有几辆货车，更不是你一年能运送多少货物，而

是取决于你是否会合理利用互联网技术，你是否能为客户提

供一整条物流解决方案，是否能制定出更高效便捷的服务流

程和标准［2］。未来的物流行业一定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真正

的物流企业一定是将其核心竞争力放在如何利用互联技术整

合资源，制定出切实有效的物流方案。
4． 2 物流行业的新思想

在“互联网 +”新环境下，思维模式的转变比技术变革更

重要。只有先掌握互联网的特点，才能更好的把握物流在互

联网环境中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互联网讲的是高效化、个性

化、精准化，所以“互联网 + 物流”一定是从规模向细分，从普

遍向个性，从粗放向精准转变，这也需要物流从业者从思维上

转变［3］。而要完成“互联网 + 物流”的思维转变，我们需要在

互联网的思维特质下融入物流行业的特点，形成特有的互联

网物流思想，比如以下几点:

①网络平台化思想。
互联网技术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线上平台，基于网络的强

大共享能力，将传统物流平台从线下搬到线上，固定的交接方

式变成移动的交易平台，物流的两端即货源方与承运方通过

APP 等方式直接对接，大大降低信息成本。基于互联网本身

无边际开放性的特点，互联网物流平台也一定是开放性的，比

如阿里模式，从平台自身衍生出金融、数据、流量、营销等商业

价值，同时让无数小微创业者找到自己的生存之地; 再比如小

米的非主流模式，通过平台整合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不是通过

主流的物流服务来盈利，而是通过延伸的增值服务获得盈利。
②流量化思想。
互联网经济讲究的是流量为王，谁拥有最大的流量，谁就

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有更多市场。互联网技术的成熟让掌控流

量不再是难事，尤其是电子商务支撑下的快递行业，每年超过

160 亿份包裹的处理量，富含大量的流量资源，就要看物流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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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如何去挖掘和运用好这些信息。
③多元化思想。
物流行业专业技术特点相对突出，行业联系比较封闭，但

在互联网思潮冲击下，物流业大可冲出本行业限制，在互联平

台的支持下利用本身在商品流通上的直接优势，进而涉足其

上下游相关产业链。
④“一加一大于二”新思想。
“一加一大于二”是互联网思维一个重要的观念，通过开

放的网络世界，将某个项目或概念推广到网络世界，让每个人

都可以参与其中，比如说近期非常热的网络众筹，利用互联网

将分散化很高的民间资金集中起来，推动某个项目或是新产

品的开展和研发，对于我国来说是一种新型的资源整合模式。
在我国的物流行业，无论是资本的众筹还是资源的众筹，无不

都是一种新鲜的尝试。
4． 3 物流行业的新路径

我们说思想决定行动，对于新环境下的物流行业，转变思

想，探索新的发展路径是不被历史车轮所淘汰的最优选择。
①以供应链为主导的一体化物流道路。
供应链发展作为资源整合的抓手，无疑将为一体化物流

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供应链就是一

体化物流。从一体化物流的特征来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物流

行业今后发展的重点主要集中在: a． 详细规划行业间以及企

业内部的实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以及人流; b． 加大力度发展

现代信息技术，“互联网 +”环境下的物流企业不亚于一家 IT
互联网公司; c． 持续优化包括运输、仓储、配送等在内的基础

物流技术及成本。具体的一体化物流可能归纳为下图所示［4］

( 见图 1) 。

图 1

②以电商发展为契机的智能物流道路。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尤其是网络购物的快速兴起，传统

的渠道式分销正逐渐被网络直销形式所代替，导致货物从以

前的批量转运变成现在的单件到门，客观上要求物流供应商

提供更加高效和高品质的服务，促使快递企业在技术成本，尤

其是智能化上加大投入，逐渐形成智能化信息系统( 图 2) ，尤

其在信息处理以及仓储中心自动化运作上的技术改革，促使

整个行业向融合了仓储、运输、信息等综合型智能物流的产业

发展，并且此发展方向一定是未来环境下新兴物流行业的支

柱型产业。

图 2

③以互联平台为依托的精准物流道路。
传统的物流模式受到实际限制较多，导致信息透明度较

低，企业与客户、企业与企业的中间环节过多，信息传递准确

性受到影响。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云计算、大数据背景下，精准

的信息收集与传递已不再是难题，精准的物流发展道路变得

畅通起来，这里的精准物流有两个含义。其一是依托借助了

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各种互联网平台，通过其 APP、微信

公众号等终端输出方式随时随地向物流服务提供者推送精准

信息，同时也起到了整合闲散资源的作用，提高物流资源的利

用率。其二是通过大数据等功能再对物流企业所服务的客户

群体进行分析，从中获得终端客户的精准信息，通过对不同客

户设计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增值服务，获取利益最大化，进而将

精准二字的功能发挥到最大化。
5 结束语

随着“互联网 +”对我国物流行业影响的日渐深远以及国

外先进物流技术的冲击，我国物流业面临着重大考验但更充

满了机遇，在这个改革震荡时期，保持合理的产业结构，做好

过渡转型工作是我国物流行业的重中之重。不可否认的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正在改变着中国物流业。以互联网

思维为主要内涵的思想观念是我国物流变革的源动力。以一

体化供应链为核心的发展方向为我国物流行业的指明了前进

道路。而这一切最终都将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形成从客

户———企业———客户的完整产业链，并以此链条为轴心，不断

创新服务，积极融合产业链周边的分支，整合优势资源，使我

国物流业的整体发展有一个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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