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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论文的研究意义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以跨境电子商务为首的新贸易业态已
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推进了我国经济步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并且伴随经济全球化和信息
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跨境电子商务迅猛增长。然而由于其自身特点的要求，现有的物流配送模式却无
法完全跟上跨境业务发展的需求，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

二、本论文的主要内容

在对于跨境电商物流概念的深入认识后，实地调研我国跨境物流电商前辈：金蚂蚁公司，探讨企业运作情况
以及从电商实践者的角度看待跨境电商物流发展现状。
从经营者及国家政策等多方面探讨企业跨境物流在物流成本、运输时效、物流信息化和人员配备、物流人才
开发培养的经营策略及遇到的困境，并针对性地提出初步的解决对策，以改善跨境电商物流的运营环境，对
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初步预测。
从消费者角度调研如何看待跨境电商物流的发展现状以及在消费体验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困境，充分了解消费
者各自的需求，并从消费者购物体验等方面提出更加全面的意见及建议。

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我国跨境电子商务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跨境电商依赖于跨境物流，跨境物流为
跨境电商提供服务。在巨大利益的推动下，传统零售电商以及物流服务商等纷纷布局跨境电商，涌现出一大
批跨境电商平台。作为跨境电商核心链条的跨境物流是实现跨境电商发展的必然途径，但是由于跨境物流目
前存在的短板，阻碍了跨境电商的发展。
本文旨在通过对跨境电商物流概念进行阐述，以金蚂蚁公司为基础分析跨境电商物流发展现状以及跨境物流
在物流成本、运输时效、物流信息化以及物流人才方面面临的困境，进行相应的分析与思考，并针对性地提
出解决建议与对策，旨在推进跨境电商物流的发展。

四、论文写作的目的和要求

通过以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为背景，基于目标企业—金蚂蚁的运营模式以及跨境电子商务的尝试，结合我国
物流发展自身的缺陷及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反馈，给出发展和建设的新思想、新建议、新措施。

五、进度计划

日期（起） 日期（讫） 工作内容

2018-12-28 2019-01-15
在导师的指导之下，深入了解我国跨境电商物流发展现状及困境，进行个人思
考

2019-01-15 2019-02-28 深入调研目标企业，与管理人员进行运行现状及管理困境，对策等方面的探讨

2019-03-01 2019-03-31
撰写论文大纲，整理数据资料，完成论文具体框架及初稿，完成中期检查，初
步自发进行学术检测



2019-04-01 2019-04-30 在导师指导下整体修改论文，完善论文内容，最终定稿

2019-05-01 2019-05-17 进行标准学术检测，指导老师进行最终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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