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厉害了 word 物流
掌握六大跨境物流衡量要点，提高客户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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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PayPal 中国区战略业务发展部高级经理 - 魏冉，
复旦大学中文工商管理硕士毕业，PayPal 贝邮宝
项目发起人。在跨境物流及跨境电商产业拥有超
过 10 年经验，曾任职于 TNT 及 UPS ，负责销售
及市场推广、渠道及利润管理。

本文中的信息由 PayPal 编写，仅供参考和营销之用，这些信息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法律、财务、商
业或投资建议，并且不能代替合格的专业意见。



PayPal 外贸帮
教你如何搞定跨境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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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掌握好平衡跨境物流的六个重要维度要
点，就能保证物流服务，提高客户服务体验。

跨境物流由于其运输过程中的所涉及众多环节，随着业务
的增长，各种问题也跟着接憧而至，物流爆仓，涨价，客
户投诉增加…等问题，令卖家们头疼不已。

PayPal 中国区战略业务发展高级经理 - 魏冉，特别根据对
目前物流形态的分析，结合了电商的物流需求特点，综合
出了商户要平衡跨境物流的六大要点，教您如何选择好的
合作伙伴，有效地管理物流供应商以稳定自己的物流服
务，提高客户服务体验。



平衡跨境物流的六大要点

 

安全性
各个环节的安全转运，是货物能
否完整安全抵达的关键。

可追踪
根据运单号码在运营网络查询货
物实时运送状态及签收记录。

价格
适当的运费和好的物流体验会带
来客户一定的复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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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性
货物的递送时效是另一个重要的
考核标准。

可靠性
能为客户提供时时货件追踪服务
对买卖双方都是很好的保障。

便利性
提供到门服务及 API 对接，不仅
能为您节约时间，也能带来良好
的客户体验。



 安全性
长时间的运输需要各个环节的无缝对接才能确保货物

最终安全地抵达收件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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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即货物的完整性

在筛选物流服务商时，除了确保服务商基本的证件齐全外，我们还应注意的就是服务我们的物流服务商，在车、
人和场地的配置上，是否符合相关的要求，包含：

这是决定货物能否从始发地安全、无遗漏和无破损的送到收件人手中的基本因素。

跨境物流运输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点到点运输，
涉及取件，分拣，装车，清关，报关，转运，
扫描和递送等环节，长时间的运输需要各个环
节的无缝对接才能确保货物最终安全地抵达收
件人手中。

稳定的取派送员工 / 客服人员 安全的操作环境良好的运输车辆



物流成本与运输时效性，是卖家对物流服务商的一个
重要考核标准。

时效性



合理的供应链配置是对快递、包裹以及代理商，直接渠
道商等服务商的综合配置，兼顾淡旺季的因素进行合理
搭配才是商户对供应链的最佳选择。

在可以接受的时间内通过合适的物流方式把
货递送到买家的手中，通过不同的物流组合
达到成本最优和客户体验最佳，是电商企业
营运的一个重大课题。

时效性，即货物的递送
时效和信息反馈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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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户角度来说，好的客户体验是适当的运输费
用和无忧的运输服务。从买家角度来说，最好的
客户体验就是在有效的时间内把购买的货物安全
完整的收到。
您可以综合以下四个要素来选择合适的物流产品：

货品本身的价值

电商平台的政策

目标客户的习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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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身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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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合适的物流产品

买家的等待值与货品的价值成正比，货品
价值越高，希望越快到货。

电商平台对商家的运送时效是否有要求。

客户的购物习惯，例如：为了节省运费而
愿意等待长时到货。

公司是否有运送策略，例如：到货时效、
快速到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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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可以追踪的物流产品，您可以看几个关键节点
流程是否顺畅，包含第一枪扫描时间，国内段的时
效表现，抵达目的地国家的表现和最终收件人的签
收时间。
对于不能全程提供追踪的物流产品，国内段的表
现，清关的关键卡口节点和海外清关的情况的了解
程度也是衡量的依据。

如何考察物流服务商的时效性？



 
稳定的，一致的物流服务是体现物流供应商是否专业的

唯一标识。

可靠性



对比国内物流运输，国际物流由于运输环节更多，耗时
更长、以及各国海关对运输货物有不同的要求，所以稳
定、一致的服务就成了重点，也是衡量物流企业或者物
流产品的优劣的标准。
借助现代强大的物流信息技术，物流公司可以整合不同
方案来提供稳定的物流服务，来保证运输内外部环节的
流畅和达到最佳营运效率。

对于商户而来，选择一家拥有全程网络的物
流服务商不仅可以避免物流纠纷，也可以作
为衡量整个运输供应链是否完善的标准。

可靠性，即可信赖的
服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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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即时所需的到门服务的同时也带来良好的客户体验。
便利性



在服务覆盖的范围内通过一个电话就可以调度所在区域
取件员上门收件，让客户节约时间，足不出户即可完成
收件动作，提供即时所需的到门服务的同时也带来良好
的客户体验。
而为客户便利性的另外一个表现在于一个国际物流企业
在前中后的全程服务，在不同阶段，随时能联系到相关
的人员或者查询到服务的信息等。

对于任何物流服务商而言，提供即时所需的
服务是标准性服务。

便利性，即提供门到门
的即时服务

13



14

物流服务商是否可以通过 API 对接，
也成了便利与否的考核标准。

传统的服务习惯是物流服务商上门报价，然后
选择物流商，订单来的时候，填写订单，通知
物流下单，快递员上门取件。在这中间，涉及
许多的步骤都较为繁杂。
所以，就电商商户的需求来说，物流服务商是
否可以通过 API 对接，完成电商平台的数据的
完整传输，生成运单，同时一键安排发件，也
是目前很多商户在选择物流服务商上所看中的
要求。

选择提供 API 服务的物流商



根据运单号码在运营网络查询货物实时运送状态及
签收记录。

可追踪



传统企业的客户对货物的安全状态需要进行实时追踪和
需要根据货物的运输状态来安排生产日期等；而电商客
户对货物追踪的要求更为强烈，一方面是客户体验的要
求，另外一方面是一些平台对物流是否有追踪信息、提
供追踪轨迹有相应的强制要求。
为了满足客户的查询需求，一些国际快递企业都有提供
在线实时信息查询系统，可在客户的计算机客户端及时
根据运单号码查询到货物的实时运送状态。如 UPS 提供
的 Shipper Manager 系统，TNT 的 CIT 系统等。

运输的货物一旦进入运输网络，便需要提供
根据运单号码在运营网络查询货物实时运送
状态及签收记录的服务。 

可追踪，即提供
实时信息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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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环节，确保物流信息实时追踪
在挑选物流供应商时，对于可提供追踪的物流产品，您需要注意在物流运输服务中,
以下几个环节是否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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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寄
卖家将实物包
裹交付至物流
服务商

封发
物流服务商核
查包裹无误进
入后续环节

交航
包裹交至航空
运输网络承运

到港
包裹到达目的
地海关

派送
目的地物流服
务商外出派送

妥投
包裹已送达至
收件人手中或
指定收寄处



价格是成本的考量，也是利润的源泉，合适的价格也
能够带来复购率。

价格



国际物流的价格由于涉及到跨境，所以报关、清关、航
线等诸多环节对于物流成本都会有影响。那么，商户要
如何找到适合的定价呢？其实只要认真研究一下，市场
上同等产品定价是透明化的。 
我们建议，除了就同等类型服务的价格比较，上下服务
比较，价格差比较外，您还要考虑淡旺季因素，最终选
择出最优物流费用服务方案。

物流在电商经营者看来，已从成本中心，转
为利润中心。合适的物流服务和定价，不但
可以帮助企业降低营运成本也可以带来客户
满意度的增加和复购率的提升。

价格，即客户根据得到
的服务愿意支付的价格

19



1720

如市场所言，客户的体验、良好的供应链等已成为众多企业夺取得分的必要因
素。为助您更轻松地扬帆海外，PayPal 携手众多顶尖的合作伙伴，为您提供一站
式解决方案，不论您是需要外贸建站、第三方电商平台、营销推广或物流仓储，
我们的合作伙伴都能针对您的需求，提供客制化服务。
如欲了解 PayPal 一站式解决方案详情，您可联系您的 PayPal 客户经理，或者前往 
www.paypal.com/c2/contact-us 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尽快与您联系。

PayPal 拥有丰富的合作伙伴资源，
帮助您抢得先机！



想知道更多 PayPal 产品信息及跨境电商市场洞察？

本文中的信息由 PayPal 编写，仅供参考和营销之用，这些信息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法律、财务、商业或投资建议，并且不能代替合格的专业意见。
在寻求适当的专业意见之前，您不应该依据本文中包含的任何内容采取或不采取行动，本文的内容包含一般性信息，可能无法反映当前的发展或者解决
您的实际问题，对于您根据本文的任何内容采取或无法采取的任何行动，PayPal 不承担任何责任。
虽然本文中的信息是从我们确信可靠的来源收集的，但我们对其准确性不作任何陈述，所提供的链接和其他工具仅供参考，PayPal 对其内容概不负责。
本文不为任何形式的第三方产品和第三方服务提供担保或推荐。

请注意：
✧

✧

✧

" PayPal 外贸帮 " 微信
扫描二维码，关注 " PayPal 外贸帮 " 
微信，即时获取跨境电商知识与经验
分享，享受 PayPal 深度服务。

PayPal 外贸一站通
透过一系列免费电子书和信息图表，
分享管理和发展跨境电商业务的专业
建议，每月定期更新，助您扬帆海外，
乘风破浪。

www.paypal.com/c2/information-hub

PayPal 商业顾问
您是否想了解如何使用 PayPal 轻松收
款，从而帮助您实现在线业务增长？ 
请至 www.paypal.com/c2/contact-us 
留下您的联系信息，我们的商业顾问
将尽快与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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