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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背景下物流企业的经济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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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流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主要是由于我国电商行业的整体兴盛,推动
了物流企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在考虑物流企业的经济管理策略时,不能忽略电子商务整体兴盛的大背
景。本次研究为基于电子商务背景下探讨物流企业的经济管理策略,通过相关探讨,望推动物流企业的自
我进步与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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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gistics enterprises occupy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mainly due to
the overall boom of China's e-commerce industry, which has drive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enterprises. Therefore, when considering the economic management strategy of logistics enterprises, we cannot
ignore the background brought by e-commerce.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uss the economic management strategy
of logistics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e-commerce. Through relevant discussion, we hope to
promote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self-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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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整体经济进步。根据现代理念来看,有效的提升物流企业

在我国当前的经济模式下,电子商务迅速发展,而电商的发

的经济效益,将会更好的提高经济效率,减少消耗,为电商大背

货与流通是需要物流企业的支持的。电子商务对于物流企业自

景的展开带来一定的帮助。

身的经济管理呈现了重大影响,因此,在考虑到物流企业的自我

从物流企业的角度来看,毋庸置疑的是电子商务时代背景

发展和经济效益创收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电子商务背景的基本

为物流企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便利条件,这二者在技

影响,也需要在这一背景下进行有效的自我改革及自我进步。

术背景层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物流企业是电商覆盖

1 电子商务背景与物流企业经济管理的联系概述

全国的基础,另外一方面电商的自我进步实现了物流企业的整

电子商务背景是借助我国近些年来的电商平台与移动支付而

体发展。从时代背景考虑来看,电子商务物流模式已经成为了我

发展的全新商贸背景,电子商务更加强调一切贸易行为的订单化,

国物流经济的主流趋势,很多企业传统的资源竞争已经成为了

而且整个中转过程都是由物流企业所负责的,这也就决定了物流

资源与运输资源结合理念后的竞争趋势。同时电子商务带给物

企业在进行经济管理中了解电子商务背景带来的影响十分重要。

流企业的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向,即引入信息技术后的企业管

而针对物流企业的经济管理就是在基本的市场规律下,通

理和企业布局,技术性的角度及突破实现了物流企业的全过程

过性质有效的统一管理模式,降低消耗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方

监管,也实现了物流企业的资源配置优化,提高了基础服务技能

式,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分别是企业计划管理、业务统计管

等级,让物流企业提供服务更加全面且完善。目前我国电子商务

理、成本管理和基础管理。从物流企业的自身发展来看,经济管

的物流业务接近70%都是由快递企业承担的,所以快递业已经成

理牵扯到物流企业的自我进步及自我发展,从市场调节来看,物

为服务电子商务的主要渠道。随着电商物流的快速发展,电商物

流企业作为重要的社会经济构成,其自身的经济管理将直接关

流也出现了新模式、新业态,国家经济政策的改革和优化,电子

系到物流企业自身发展状况,进而通过有效的管理手段来影响

商务的物流上下产业随之进行优化和升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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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的物流方式会更加方便,移动化、智能化、数据化服务

另外一方面则是引入全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提高整体的

的内容也会更加丰富。

管理效率。而且对于当前很多物流公司而言,在配送职能之外增

2 电子商务背景下物流企业的经济管理职能

加了物流的其他内容,例如帮助客户进行废旧物的回收等,这包

2.1运输职能

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就是一些二手物品可以回收到电商

从物流企业的自身功能性来看,运输职能是物流企业最为

平台进行二次贩卖,另外一种就是帮助客户进行基本垃圾的处

基本的功能。而在电商背景中,物流企业之所以能够为电商的全

理及销毁。从经济管理角度来看,附加功能的加入提高了物流企

国覆盖提供帮助,就是提供给电商(供应者)与消费者(需求)之

业的服务质量体系,保证了用户的基本满意度,也是提升实践工

间的联系,实现了物资的跨空间运输。我国现代物流企业覆盖的

作效果的关键。

范围比较大,很好的实现了将生产和消费直接进行有效的连接,

2.6情报信息职能

客服了空间的限制和距离。物流企业在进行经济管理中,首要需

在物流的整体职能中,各个部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要依

要考虑的就是自身的运输功能,而只有保证运输的前提下才能

靠互相之间的联系和依靠关系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物流管理

确保自身发展。

中,需要各个职能之间进行及时的信息情报交换。因此物流企业

2.2存储职能

经济管理职能还包括情报信息职能,要实现对情报信息的搜集、

运输是一个长期过程,而且很多产品在送达之前还需要进

加工、传输、存储、检索和使用等功能。除此之外,还包括对信

行一系列的保管,这也就涉及到物流企业的第二个职能,也就是

息管理系统的研究,通过开发和利用信息管理系统,确保情报信

存储职能。很多产品需要客服季节的交替及短暂存储的时间长

息的准确性、提高信息交换的时效,实现物流整体功能的发挥。

短,客服各种外界问题保证最高效益,而这些运输过程及准备运

3 电子商务背景下物流企业的经济管理对策

输过程中所消耗的实践,都是需要物流企业保证产品的品质的,

3.1建立齐全的配套物流园区信息系统

也是物流企业十分必要的功能,保证商品的良好存储,保证企业

在电子商务的大背景下,给与物流企业更多的发展机遇和
考验,因此在本次研究中提出了物流企业的经济管理,将会从更

的自身经济效益。
2.3包装职能

加管理的层面来审视我国物流企业的基本发展情况。在电商背

一般来说,物流企业在进行物品配送的过程中,为了保障物

景下,信息化管理手段和管理理念将会是物流企业得到进步和

品安全及私密性,需要在商家的基础上为商品进行再次包装,这

发展的最大助力。但是从反馈角度来看,很多物流企业尚且没有

种包装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可能产生的危险。根据不同的包装

做到自身的信息化模式转换,甚至于说一些较为严重的体现在

类别进行划分,一种属于工业包装,工业包装更加趋向于集团化

基本的信息化订单模式都尚且并未完善,也导致了一部分物流

及规模化,为了保证商品安全进行工业包装模式,例如一些原材

企业的经济管理难以有效落实。真正的推动物流企业整体服务

料的桶装等；另外一种则是装饰性包装。在一些特定商品中,

及管理的信息化,要从基础管理模式及服务模式的升级做起,也

利用精美的外包装来增加宣传,对于物流企业而言,更多的是工

就是说从节点入手进行信息化改革,保证物流企业的所有服务

业包装,早工业包装模式中,就需要满足统一性和安全性,也是

节点和功能节点都能实现信息化的管理模式,做到对产品及其

体现物流企业安全管理的重要职责。

他内容有序的保证和发展。从产品自身角度来看,电商大背景给

2.4装卸搬运职能

了物流企业很好的一个参照,也就是说信息化管理模式是对现

产品的装卸和搬运主要是完成储运和运输环节之间的衔接,

有体系很好的提升,物流企业需要对市场有着更深层次的认知

在装卸搬运过程中,需要进行短距离的搬运工作,在实际的操作

及把握,才能真正的做到服务提供的更加具有针对性。好的物流

过程中,通常装卸与搬运是一起发生的,这两部分是不可分割的,

公司一定是具有优质项目及可操作性更强的项目类别,而且从

在物流过程中,每一次的装卸和搬运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因

市场需求和商业开发的双重认证下来开发自身的企业类别,进

此,装卸搬运直接影响了物流的速度,很多物流企业需要配备一

而建立完善的物流信息系统,提高整体的服务内容与服务质量。

定的装卸搬运设备来进行这种大量重复性的装卸搬运工作,提

3.2信息化物流网络打造多功能服务平台

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商品损耗。物流企业的装卸搬运职能在经济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实现了电子商务的多层次覆盖。而对

管理中有重要的作用,如果企业能够尽量减少装卸搬运的时间,

于物流企业的经济管理来看,也需要充分的应用互联网+平台带

就能提高企业的物流速度,也就会吸引更多的顾客。

来的便利,为电子商务及用户提供多功能的服务平台。多功能服

2.5配送职能

务贯彻落实到商品的全环节,即用户通过电子商务进行订单,然

配送职能是物流企业提供的服务内容与服务体系,在抛开

后生产方进行产品的基本生产,交由物流方进行运输,而客户可

电商层面之外,基本可以代表单一范围内物流的全部职能,而前

以了解这一环节的整体过程,进而实现物流的一次性完成。多功

文所提到的很多职能范围中都属于配送职能的一部分,可以说

能服务平台将会为服务双方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模式,也会通

物流企业的很多基本功能都是为了完成物品的完整配送而存在

过对物流企业服务质量的提升来改善运输效益和物流质量,在

的。而关系到配送职能的优化,一方面需要提高现有的管理效果,

探讨物流企业经济管理中,可以有效的发展自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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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物流服务可视化

职能、加工职能、配送职能、废旧物的回收与处理职能、情报

物流服务可视化系统是物流企业的发展方向,通过系统的

信息职能等等,这些职能都对物流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引入,可以了解物流的货物接收、货物存储及运输的全过程,也

所以,物流企业必须要对自身的经济管理职能进行完善,从而提

是物流企业服务的基本要求。从需求角度来看,无论是电商方

高自身的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可持续、稳定的发展。

面、或者是用户方面,希望能够有效的监督物流企业的整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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