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全省着力推动海外仓建设，以加快发展外

贸新业态，建立完善国际营销服务体系。目前，我厅共

认定了 32 家省级公共海外仓，并会同各部门、各地积极

开展宣传推介，通过培育示范，打造一批配套管理和服

务功能完善、对进出口有较强带动作用的公共海外仓。

现汇总各海外仓的相关情况，便于有需求的外贸企

业和机构进行业务对接，充分利用省级公共海外仓的资

源优势助力开拓市场，推进创新发展。

                                                                           江苏省商务厅

                                                                            2022 年 1 月

前  言



▉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1、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仓（美国洛杉矶）

2、四海商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海外仓（美国洛杉矶）

3、江苏云蝠集团公司海外仓（美国洛杉矶）

4、泰州润元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海外仓

            （美国威斯康辛州）

5、徐工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海外仓（肯尼亚内罗毕）

6、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仓（香港）

7、南通品川纺织品有限公司海外仓（阿联酋迪拜）

8、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海外仓（南非约翰内斯堡）

9、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仓（美国田纳西州）

10、常州机械设备进出口有限公司海外仓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

11、江苏辛巴地板有限公司海外仓（阿联酋沙迦）

12、中设无锡机械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海外仓（德国北威州）

13、江苏德菲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海外仓（沙特吉达）

14、无锡择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仓（美国加州丰塔纳）

15、江苏鑫瑞源食品有限公司海外仓（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16、连云港喜马拉雅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海外仓（美国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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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南京好易捷进出口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海外仓

            （美国康涅狄格州）

18、常州景尚远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海外仓（越南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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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易达欧仓储（江苏）有限公司海外仓（德国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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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江苏佳利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仓（香港）

26、江苏裕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海外仓（加拿大温哥华）

27、常州市豪凌车业有限公司海外仓（美国加州）

28、江苏浦京供应链有限公司海外仓（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29、南通姜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海外仓（俄罗斯莫斯科）

30、南通圣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海外仓（马来西亚雪兰莪州）

31、南通圣盖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海外仓（卡塔尔多哈）

32、南通百安福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海外仓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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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仓（美国洛杉矶）

■ 联系人：尹　洁  18651905965 

一、海外仓介绍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 1996 年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将传统

行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旗下中国制造网成为全球采购商寻找中国

供应商的重要渠道。为突破中小企业落地美国和开拓美国市场时面

临的瓶颈，2013 年焦点科技在洛杉矶设立美国公司 inQbrands,Inc.，

布局跨境贸易服务领域。至今，焦点科技已累计投资 4200 万美元，

助力中国企业以集约化的方式低成本进入美国市场。 

海外仓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大略市（California Commerce 

Center Building 7, 1150 S.Milliken Avenue, Ontario, CA 91761 USA）, 

紧挨安大略国际机场及美国 10、15、60 号洲际公路，占地面积逾

20000 平方米，拥有集航空、公路、海运为一体的便捷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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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内容

1、国际物流服务：

为客户选择性价比最

高的货代公司并提供

中 国港口报关、海运、

美 国 港 口 清 关、DDP 

服务等； 

2、系统配备：为客户提供操作系统，实现 SKU、入库单、手工 

出库单添加 / 修改 / 物流状态显示等，亚马逊、eBay 等第三方平台 

订单自动同步，库存状态查询，Invoice 查询等，同时仓库操作配备 

WMS 系统，扫描条码入库和出库，库存自动化进出； 

3、入库服务：实现 SKU 分类、按类别清点、上架到货架；系 

统完成入库单，如收货有差异及时与国内与客户沟通； 

4、出库服务：根据客户的出库单拣货、重新包装，使用美国当 

地性价比高的物流发货到客户出库单地址，并满足客户如包装信息

反馈、FBA 贴标等特殊服务要求； 

5、退货服务：客户退货至美国仓库，帮助客户将退货货品清点

上架，并根据客户要求拍外包装，内部产品照片；同时根据客户退 

货出库单、拣货、打包、出库，以及跟据客户特殊要求提供服务， 

如拍照、清点、换包装等； 

6、其他增值服务：为客户提供拍照、FBA 贴标等服务。



▉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四海商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1 年，经过多年发展，已 

形成以家居、时尚、运动户外、3C 等为核心的 10 大品类线，跨境 

电商出口领域规模较大，产品线比较完善。公司拥有独立知识产权 

的跨境电商云平台“Bizark”，运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整合业内 

供应链资源、渠道资源、电商产业生态链周边资源，实现了跨境电 

商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有机结合。除洛杉矶海外仓以外，四海 

商舟陆续在美国新泽西，亚特兰大等地建立多个海外仓，专注于全

渠道中大件订单交付、 Fedex 等尾程运价支撑，并有中美运营团队

全天候服务，帮助跨境电 商企业降本增效。

美 西 仓 库： Cope Los Angeles 仓、Los Angeles 5 号 仓、Los 

Angeles 6 号仓、 Los Angeles 10 号仓、Los Angeles 11 号仓。

美东仓库：New Jersey 仓、New Jersey 5 号仓、  Atlanta 仓

海外仓总面积近 200 万 平方英尺，有重货货架、大货叉车、夹

包  机等设备， 无论软件、硬件， 均能满足中大件产品的仓储和作

业需求。

二、服务内容

全程物流供应链：头程运输，北美仓储，本土派送一体化跨境 

物流供应链服务，全程高效管理；

优质本土派送服务： 针对 30Lbs 到 150Lbs 的商品优质的派送约 

价，帮助客户降本增效；

四海商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海外仓（美国洛杉矶）

■ 联系人：杨　锐  1860258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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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研发 IT 系统：跨境电商业务场景下所需要订单管理系统 

（OMS）， 业务管理系统（BMS）， 运输管理系统（TMS）， 仓库

管 理系统（WMS） ，数据分析系统（BI）均为自主研发，拥有 30 

多人 的全职 IT 团队；

中美客服团队：中国海外仓专职服务人员和美国专职服务人员

合计近 50 人（不含工人），全天候 24 小时为中国企业提供优质专

业服务；

增值服务：自建美国本土客户呼叫中心；滞销库存清仓服务； 

退换货服务等；

尾程优势：拥有 UPS 和 fedex 多套优势账户组成账号组，针对

不同产品 /AHS/OVERSIZE/ 普通大件计算最优尾程，同时还有丰富

卡车资源，为客户快速建立和完善中大件电商业务的交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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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江苏云蝠集团公司
海外仓（美国洛杉矶）

■ 联系人：王中王  13861794989

一、海外仓介绍

江苏云蝠集团公司设立于中国经济百强县之首的江阴市，系国

家级大型企业，至今已有 40 年历史。集团投资经营的行业包括纺织

服装、国际贸易、房地产、金融、红酒等，旗下共有十多家控股子公司，

资金实力雄厚。海外仓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商业区亚历

山大街 5361 号，面积 23000 平方米。在满足自身业务需求的情况下，

作为公共服务平台，为国内企业提供共享资源，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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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内容

1、有与 ERP 系统 ABI 链接的仓库管理系统，提供 24/7 实时在

线库存及订单状态查询；

2、拼柜出运，目前服务客户主要是纺织服装类企业，可以比原

来的运输方式降低 50% 以上的成本；

3、本土发货，降低物流成本，提供中国收货、空海运运输、美

国清关、入仓、上架、出货等，平均 2 个工作日可达，还可实现当

地退换货和改派；

4、发挥仓储蓄水池效应，提前运至仓库，避开高峰；

5、较之于亚马逊 FBA 仓库，具有价格优势；

6、服务专业，为纺织企业客户提供完善的纺织产品定制包装、

质检、退货处理等；

7、产业园联动，云蝠集团位于江阴顾山的跨境电商产业园，可

以为海外仓客户提供优质的办公、生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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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泰州润元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研发、生产、销

售户外运动产品并按照美国公司模式运营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专

注于北美市场，产品销往美国大型商场连锁超市及各专业连锁零售

店。同时，在 Amazon, Ebay 平台进行跨境电子商务销售，建立了

Thunderbay、Nordic Legend 等多个品牌。泰州润元跨境电子商务海外

仓是基于复制推广润元境外拓展成功经验成立的，为广大以美国为

主要市场的外贸出口企业提供一站式仓储服务、品牌建立、市场推广、

泰州润元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海外仓（美国威斯康辛州）

■ 联系人：邱　静　0523-82211822-805 

     邮    箱：sally@sourceo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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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代运营、售后服务等一体化解决方案的 source one 公共服

务平台，在美国有专门独资设立的公司来运行管理。在位于美国北

部威斯康辛州 Campbellsport 市（139E Sheboygan Street Campbellsport, 

Wisconsin）、Kewaskum 市（202 2nd Street, Kewaskum, Wisconsin）建

立海外仓，总面积 6000 平方米。仓库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数

十分钟便可抵达集装箱所在地；发货三天内可抵达美国全域，交货

快捷。

二、服务内容

1、有完备的仓储设施和 ERP&CRM 管理订单及进出管理系统；

与优质的国际物流服务商合作，以量的优势，降低跨境贸易中小企

业的物流和仓储成本，适合除化工、食品产品外所有商品存储和分销；

2、提供空海运输、美国清关、货物入库、仓储就位、货物盘点、

下游买家订单配送等服务；国内服务团队做到 24 小时服务和无差别

英语沟通；

3、本土化售后服务，美国本土客服，客服素质及服务的及时性

能满足各种售后需求，降低退货率，将不满变为满意，提升好评数，

尽最大可能减少差评，并反馈市场信息；

4、提供增值服务，包括帮助创建美国本土品牌；帮助进行

多渠道市场销售，有近 10 人的运营团队 , 可进行在线销售平台如 

Amazon, Ebay 代运营以及主流实体零售店销售；协助市场推广。可

以提供本土化产品使用实景视频拍摄，并在目标市场众多主流媒体

进行推广，如 Facebook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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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徐工集团成立于 1989 年，目前位居世界工程机械行业第 6 位，

中国 500 强企业第 119 位，中国制造业百强第 44 位，中国机械工业

百强第 4 位，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规模最大、产品品种与系列最齐全、

最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徐工集团先后在海外建立了

4 个研发中心，14 个海外制造基地，300 余家经销商，40 个海外大

徐工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海外仓（肯尼亚内罗毕）

■ 联系人：李晟昱　15505514326  

　 网　址：www.xc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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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备件中心，19 个境外营销公共服务平台，海外服务网点 2000 余个。

徐工肯尼亚海外仓由徐工集团下属进出口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30 日建立。海外仓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Godown No.B4 Raiplay 

Godowns Off Mombasa Rd., Along Kyangombe Rd.,

Nairobi, Kenya），投资额 2940.75 万元，占地 4700 平方米，目

前服务半径覆盖整个东非区域（肯尼亚、乌干达、南苏丹、坦桑尼亚、

卢旺达、布隆迪乃至中非的刚果等），开展包括经销商管理、维修服务、

展品展示、进出口、财务结算支持、备件销售等业务。

二、服务内容

肯尼亚海外仓依托高效快捷的“海外客户——海外经销商——

跨境电商——出口平台——主机厂”协同管理体系，打造了线上线

下融合、全生命周期服务的经营模式，为客户针对海外市场从研发、

制造到销售、服务的产品全生命周期营销体系，塑造了中国大型装

备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强、效率高、国际化程度高的国际

营销服务平台。目前已拓展建筑工程机械、环境卫生机械、农业与

林业机械、仓储物流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特种用途车辆、电工电气、

配件与零部件等二十余种品类。备件中心充分发挥资源、技术优势，

向东非五国的徐工客户提供优质、及时的备件服务。

肯尼亚海外仓研发了海外备件管理系统和服务系统，将备件的

采购、存储、搜索、销售及数据统计分析的全周期纳入了信息化管理，

大大降低备件管理人员的劳动强度，可全面实时掌握备件库存数量、

存储状态等基础信息。海外服务系统将客户信息、产品报修、服务

需求、海外产品索赔等售后信息纳入模块化管理，实现和国内的信息、

资源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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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苏宁易购集团是中国领先的零售服务企业。2021 年，苏宁易购

连续四年蝉联《财富》世界五百强，并且在 2021 年《中国 500 最具

价值品牌》中，以 3291.56 亿元的品牌价值蝉联零售行业第一。香港

苏宁隶属苏宁易购。2009 年底，苏宁易购通过收购原香港镭射电器，

正式进驻香港零售市场。香港苏宁物流仓库为香港苏宁全资投资仓

库，主要为香港苏宁提供仓配一体物流服务以及为苏宁海外购提供

跨境仓储服务。海外仓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葵青区葵涌 3 号货柜码头

B 座 4 楼，整体面积约 6800 平方米，得房率 60%，实用可用面积约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仓（香港）

■ 苏宁易购联系人：何丹涛　18651668886

     物流负责人：梁志辉　00852-61623118

     网址：http://www. sun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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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平方米。由于业务的扩展和本地零售的增长，香港苏宁在 2020

年新增仓库一处，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青衣区长辉路 8 号桥汇大厦

14 楼 A 及 B 单元，整体面积约 3700 平方米，得房率 70%，实用可

用面积约 2600 平方米。

二、服务内容

香港苏宁坚持本地化经营的策略，业务涉及线上、线下零售、本

港及海外国际贸易和跨境电商业务，规模位列香港电器零售行业前三，

在线网店更将经营范围拓展至护肤、食品、百货等全品类商品。香港

苏宁物流主要服务香港本地零售以及跨境进口和出口三大业务板块，

近年来不断强化仓储能力建设、提升物流运营效率，有力支撑了公司

相关业务的发展，年贡献销售规模约 100 亿港币。

未来三年，立足两地发展，香港将聚焦两个方面进行突破。首先，

是抢抓两地合作机遇，以智慧零售促进两地经贸繁荣。其次，是立足

香港业务，以“一带一路”发展为契机拓展全球市场。一方面输出内

地和香港的优质商品，推动两地企业国际化发展，一方面引进更多的

海外优质商品、前沿技术，来服务香港、服务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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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南通品川纺织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坐落在素有“纺织之

乡”美誉的江苏南通，拥有先进的产品研发设计中心和现代化生产

制造流水线，于 2017 年开始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提供清关、物流配送、

电商一条龙服务。公司先后在中东的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建有海外

仓，阿联酋迪拜仓（Al Qusais Industrial Area-3），面积 6000 平方米；

沙特吉达仓（JEDDAH Industrial Area），面积 4000 平方米。

南通品川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外仓（阿联酋迪拜）

■ 国内联系人：李东炜　　微信：1124099864

     邮    箱：112409986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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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内容

海外仓自有本地物流公司及配送团队（Zeba express），自 2017

年 5 月成立以来，共服务企业 80 多家，帮助企业创汇 1000 多万美元，

经营范围包括纺织品、面料、包装、毛毯、灯具等。2019 年以来，

加速跨境电商业务投入，实现从出口到配送一条龙服务，即帮助客

户清关、仓储、最后一公里配送及代收款服务。公司自有研发团队，

有 15 年物流操作经验，10 年以上中东本土经验。

阿联酋海外仓：提供从国内到迪拜的整柜及散单的拖车、海运、

清关、仓储（上架二次销售打包），以及最后一公里配送。

联系人：MR.LIN 00971509196889

www.zebaexpress.com

沙特阿拉伯仓：提供从国内到吉达的整柜及散单的拖车、海运、

清关、仓储（上架二次销售打包），以及最后一公里配送服务（敏

感品除外）。

联系人：MR.Lee 00966569179630

Whatsapp: 0097155523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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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5 年，集电线电缆研发、制

造、销售于一体，是中国制造 500 强、中国机械工业 500 强、中国

能源集团 500 强、中国出口质量安全示范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母公司江南集团于 2012 年 4 月在香港上市，截止 2018 年底，拥有

员工 3600 余人，总资产 146 亿元，营业额 135 亿元。公司于 2006

年在南非独资设立“南非亚洲电缆有限公司”，同年建立海外仓，

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Unit Al Selby Industral Park Selby），总面积约

28000 平方米。

二、服务内容

1、提供高质量的仓储物流服务。海外仓引进一流的智能物流系

统，招聘和储备了一批电子商务、互联网专业的专门人才，为国内

企业出口提供缓冲，有效降低运输、清关、通关、商检等频次，提

高运输的安全性，大幅度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效率；

2、提供全方位的教育培训服务。公司自营出口连续多年居行业

第一，并以 101 分高分通过了 AEO 高级海关认证，具有丰富的出口

经验，公司可对服务的企业免费提供装箱、熏蒸、报关、退税等各

方面知识培训和业务指导，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

3、提供退换货和售后安装等服务。当客户需要进行退换货时，

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
海外仓（南非约翰内斯堡）

■ 联系人：苏艳文        电话：0510-87238262    

     邮    箱：suyanwen008@163.com

     微    信：steven201501      QQ：1179907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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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退回到海外仓，避免商品返回国内所产生的通关和物流费

用，公司培养了大批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共享售后服务资源，

提供周全的售后服务，提升客户满意和体验；

4、提供营销展示、海外展览等服务。利用所处独特的地域优势，

可以共同参与当地的展览会、营销展示，通过南非支点向整个非洲

北部乃至欧洲和中亚地区进行战略辐射，提高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

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中国制造“代言”；

5、提供个性化、差异化延伸服务。充分发挥运营主体“工信部

制造业双创平台”及“两站一室两中心”研发平台作用，根据客户

需求提供个性化协同研发、质量见证、产品认证等服务。

16



▉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17

一、海外仓介绍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313）成立于

2003 年，现为全球重要的记忆绵生产基地。目前，公司在中国境内、

美国、西班牙、塞尔维亚、泰国建立了五大生产基地，全球拥有 34

家控股公司，产品已销售至全球 73 个国家及地区。随着公司全球化

战略和自主品牌全球布局速度的加快，“快稳高”的产品与服务水

平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美国作为公司海外业务发展的重要阵地，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仓（美国田纳西州）

■ 联系人：杨巧燕    0513-8853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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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彻底实现降本增效，公司从 2017 年开始，先后投入 5000 多万元，

在美国创建了多个物流仓，其中位于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海外

仓，面积超 50000 平方英尺，集自用与公共服务于一体。

二、运营情况

1、查塔努加公共仓主要服务于国内从事家纺、家居的跨境电商

企业，尤其是在亚马逊平台运营的企业。

2、该仓库使用 WMS 仓储管理系统，集成了货物清关、订单管理、

物流服务等功能，便于货物的出入库管理与物流信息查询，极大程

度提升了时间管理效率。 

3、公共仓服务人员本土化为主，同时兼聘华人，便于境内外的

双向沟通与管理。

4、公司将借助拉斯维加斯的展厅，为客户提供产品展示、品牌

推广等增值服务。



▉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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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仓介绍

亚美柯非洲控股有限公司 /AMEC AFRICA HOLDING LTD（以下

简称“亚美柯非洲”）是常州机械设备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常州机械”）在坦桑尼亚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亚美柯非洲成立于

2018 年 4 月，注册资本 50 万美元，主要为中国企业出口坦桑尼亚提

供通关、仓储物流、销售、展示及相关售后服务工作，地点位于坦

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ALI HASSAN MWINYI ROAD, PLOT 

NO.297,UPANGA DISTRICT  DAR ES SALAAM, TANZANIA）， 办 公

室及仓库面积共计 2589 平方米，雇员 10 余人。1 楼有 180 平方米的

展厅，用于产品的常年对外展示，可有效地扩大和提升中国品牌的

影响力和知名度。

亚美柯非洲迄今已累计销售 1400 万美元，其中 2018 年全年及

2019 年上半年分别销售 800 万美元及 600 万美元，主营产品为农业

机械及太阳能相关产品，为中坦两国之间架起了更畅通的经贸桥梁，

为坦桑人民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

二、服务内容

一是平台模式，亚美柯非洲作为企业服务平台，为国内企业提

供出口到坦桑尼亚货物的清关、仓储保管、协助销售和收款回款等

服务。国内企业可将亚美柯非洲视为自己的非洲终端和海外仓库，

常州机械设备进出口有限公司
海外仓（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

■ 联系人：魏未  +86-13961191898     周晋  +86-13915812255        

                     Mr. VIVEK  +255-683-903661  

     邮    箱： info@amec.co.tz     网    址：www.amec.co.tz



20

将外销产品发往平台，派驻自己的销售代表或让平台托管，避免赊

账风险，实现仓库前置，直接面对终端买家；

二是自营模式，根据坦桑尼亚的市场需求，亚美柯非洲和国内

企业共同商定出口适销对路的产品，由常州机械与国内企业直接采

购出口或作为代理，亚美柯非洲负责清关、物流、仓储、销售和收

款回款等工作，实现共同开拓、合作共赢；

三是承接展会，利用海外仓展厅和办展经验为国内企业提供常

年展或品牌展服务，帮助其开拓海外市场。

亚美柯非洲开发了商品进销存云管理系统，用于货物的终端销

售及出入库管理，合作企业可运用该系统，定岗位、分权限、实时

了解库存、销售和货款回笼情况。



▉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江苏辛巴地板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8 年，主营产品为实木复合地

板、实木地板、竹地板、竹木复合地板、木塑地板、石塑地板等系

列产品，是一家集生产和研发为一体高新技术企业。现有员工 100

余人，资产总额 6700 多万元，年销售额 12000 余万元。公司于 2014

年阿联酋成立沙迦森林木门贸易公司，在阿联酋沙迦最大的四号工

业区联合商城附近租赁了面积为 3000 平方米的仓库，另有 300 平方

米的货物展示区，形成了以货物储存、产品展示为一体的海外仓，

江苏辛巴地板有限公司
海外仓（阿联酋沙迦）

■ 联系人：孙一博  +97152881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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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运行模式采用“一站式”海外仓储模式——由海外仓库提供物

流报关、仓储、配送服务。目前已服务省内陶瓷、机电、地板等 8

家企业，为相关企业进一步开拓中东及周边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服务优势

阿联酋拥有开放的经济政策、良好的地理位置，已经成为中东

非洲地区的交通、信息、展览、商品分拨等中心。作为连接中东与

非洲、欧洲的枢纽，它在全球货运和分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链接

作用。通过沙迦海外仓，可以有力地推动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

交通枢纽和节点建立仓储物流基地和分拨中心，完善区域营销网络，

加快企业的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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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中设集团是以工程承包为核心业务，以贸易、投资、研发及国

际服务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化综合性企业集团。中设无锡机械设备工

程有限公司是中设集团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1987 年，注册资本 8001

万元人民币，业务遍及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涵盖光伏发电、环保

能源发电、机械制造、环保建材、亮化照明、贸易服务等行业。

欧麦克海外仓总面积 9777 平方米，由中设集团全资子公司

德国欧麦克于 2015 年在德国洛马尔市（Schlesierweg, 7-13, 53797, 

中设无锡机械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海外仓（德国北威州）

■ 联系人：阙红健  +49 2246 10116 

                                    quehj@euromec.de

                     柳    青 +86 13585021535 

                                   shelly@cmecwuxi.com

 

23



Lohmar）设立，由中设无锡

机械设备工程有限公司运

营管理，位于德国经济最发

达的北威州，处于德国第四

大城市科隆和西德旧都波

恩之间，距离科隆 / 波恩国

际机场 20 分钟车程。海外

仓利用大型外贸集团资源

集约化优势，建立物流分拨

中心、海外运营中心、线下

品牌体验中心，并与线上交

易平台相结合，打造海外一

站式服务平台，为江苏企业

全方位开拓欧洲市场服务。

24

二、服务内容

1、提供高质量的仓储物流服务。欧麦克海外仓拥有 1200 平米

的重型仓库及小件货品仓库提供仓储物流服务；

2、提供全方位的营销会展服务。拥有近 3000 平米的两层商业

综合主楼提供长期展览展示、办公、会议等服务；

3、打造并不断拓展面向德国中小型批发商、零售商的销售渠道，

便于高性价比的自主品牌商品进入德国直销市场；

4、提供餐饮、住宿一条龙服务。欧麦克海外仓拥有 900 平米的

商业副楼为客户提供办公、住宿一条龙服务。



▉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穆罕默德麦客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Ahmed Mokbel Nueifah Al-

Mehmadi Trading Est）成立于 2018 年，是江苏德菲猫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在沙特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德菲猫海外仓设于沙特麦加省吉达

市卜哈里亚工业园区（hamriya,industrial area），面积 3980 平方米，

于 2019 年 4 月新增利雅得 16 号桥（N0.16 exit riyadh）仓库和分拣

配送客服中心，10 月新增达曼仓库和分拣配送中心。海外仓总面积

达 8280 平方米。海外仓中国员工 11 人，沙特员工 52 人。

江苏德菲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海外仓（沙特吉达）

■ 联系人：张家驹                

     邮    箱：general@gmlinen.com 

     微    信：1596288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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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内容

帮 助 国 内 跨 境 电

商 企 业 提 供 清 关、 配

送、分拣以及退货处理

等 服 务， 包 括 仓 库 租

赁、亚马逊、NOON 和

jollychic 的送仓、换标、

退换货服务 ; 空运、海

运的头程、订舱、清关、

末端派送、增值税申报等一站式服务。

门到门一站式服务：上门取货后，空运实效 7-10 天即可送到客

人指定地点，海运实效 18-25 天即可送到。

免费仓储和换标服务：为客户提供 2 个月免费仓储、换标、退货、

打包等服务。

尾程派送代收款服务：根据客户要求，及时派送商品并代收货款。

增值税申报服务：提供沙特增值税税号申请及每月增值税申报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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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无锡择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2015 年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neeq.com) 正式挂牌上市，股票代码：834101。

作为一家基于整合“中国创造”的跨境电子商务公司，公司通过自

建网站（www.choies.com）以及速卖通、亚马逊、Wish 等多种渠道，

贴合国际时尚潮流，以品牌成就企业持续增长助推剂，将近万种商

无锡择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加州丰塔纳
海外仓（美国加州丰塔纳）

■ 联系人：邹　征　1862631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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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以出口零售的方式销售到世界各地，为海内外消费者提供优质的

产品服务。

公司于 2019 年和 Pacific Rim Intl West Inc 公司（简称太平洋）

合作设立三个海外仓，分布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州丰塔纳、得克萨斯

州达拉斯和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总面积为 1 万平方米，在册员工 16 位。

主营产品覆盖摩托车、汽车配件、厨具、家纺、服装、电动自行车、

灯具等多种品类。

海外仓的建立使公司提供更低的物流成本和更高的配送时效，

大大缩减运输、报关、清关等复杂流程，提升用户体验好感度，增

强公司在美国市场开拓电商业务的竞争力。

二、服务内容

营销：作为海外一站式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展品展示、仓储

物流配送、全方位本土化销售、货物组装、技术支持、24 小时电话

客服及售后服务，精耕海外本土市场。

仓库：利用大型仓管资源、物流发货操作经验、集约化优势，

为企业提供仓储代管、一件代发、仓库管理及优化、智能化仓储、

全球物流线路规划，保证发货时效。

物流：采用战略合作物流供应商体系，享 8 折优惠，美境内 3 天、

境外 7-14 天物流时效，30 天账期，触达全球。

ERP 系统：该系统为择尚独家研发定制，内置模块包含订单管

理 OM、客户管理 CRM、发货管理 DMS、库存管理 WMS。随时掌握

海外仓渠道运营情况，为企业提升 18% 的库存周转率，提高 35% 的

库存和费用数据准确性，节省 22% 的物流管理和财务人力成本。

代理：公司为江苏企业提供清关等手续、海外仓场地租赁、货

物收发、仓储物流等业务。目前已有 6 家企业通过此模式进驻海外

市场，不仅促使企业销量增长，同时节约企业成本，创造服务营收。

28



▉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简介

江苏鑫瑞源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主营大蒜收购、加工、

储存和自营出口并兼营土豆、洋葱、苹果。随着大蒜等农产品国际

贸易方式的改变和发展，公司于 2014 年在印尼雅加达成立印尼鑫瑞

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着手开拓印尼市场。海外仓位于印度尼西

亚首都雅加达，交通便利，仓储面积 4000 平方米，自用面积约 2000

平方米，可储存、简单分装加工各类农产品 5000 吨。

二、服务内容

1、清关服务：长期与印尼清关公司保持合作关系，可提供清关

服务，缩短清关时间；

2、仓储服务：配备放置大蒜、生姜、洋葱、辣椒等农产品恒温

库和干库，配有专职管理人员；

江苏鑫瑞源食品有限公司
海外仓（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 联系人：张    玉   19905223069   0516-8656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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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包服务：为客户提供分包、贴标、改包等服务，配有叉车

等设备 5 台、分包工人 15 人，日可完成 50 吨货物的分包与换标任务；

4、短途配送服务：海外仓配备运输车辆 2 辆，可提供 100 公里

以内的短途配送服务，日可配送货物 8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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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 、海外仓介绍

连云港喜马拉雅工艺制品有限公司位于有“世界水晶之都”美

誉的江苏省东海县，专注于水晶珠宝设计加工、跨境电子商务、仓

储物流、会展服务等业务。2017 年公司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大区设立海外仓，面积 2800 平方米，仓容 52 万立方英尺，水晶珠

宝展示厅面积 200 平方米。公司拥有 12 人中美专业服务团队，为跨

境电商（特别是水晶珠宝类产品）提供美国仓储管理、清关、代发货、

展销和市场推广等服务。2019 年为 50 余家水晶跨境电商企业提供美

国海外仓服务，年出入仓量超 8 万票。

二、服务内容

1、运输、仓储、售后等服务：

与美国 SHIP STATION,UPS,FEDEX 等快递公司建立紧密合作关

连云港喜马拉雅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海外仓（美国洛杉矶）

■ 国内联系人：王怀远 15705153777      微  信：w2843805787

 

系，为客户提供空海运输、北

美仓储、本土发货、FBA 货运、

贴标转标、退货处理等服务，

节约物流成本、节省清关时

间、加快物流时效，提升客户

体验。

2、展览展示：专业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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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入仓、上架、发货管理流程，购置完备仓储设施，为水晶珠宝产

品提供个性化、精准化服务。执行严格的安检标准，保证入仓水晶

珠宝商品的安全稳妥，确保实物与单据一致，避免仓储换件损坏。

设立水晶展示厅，提供营销展示、市场推广等服务，提高产品曝光率，

提升跨境交易额。

3、市场信息服务：运用大数据分析，为客户提供北美市场水晶

珠宝产品消费偏好、价格变动等信息；定期组织北美水晶珠宝市场

沙龙，举办行业专家讲座，帮助客户了解北美市场，减少压仓滞销

风险。

4、库存处理：针对滞销产品，公司定期举行拍卖，开展清仓业

务，帮助客户清库存并提供在美退换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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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南京好易捷进出口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从事国内

供应链布局、跨境电子商务及物流业务。公司在美国建立海外仓，

位于康涅狄格州，面积达 3800 平方米，为国内企业尤其是跨境电商

提供货运物流、清关、仓储管理、二级转运、贴标换标及代发货等业务，

帮助客户节省物流仓储成本，提高货物中转周期，增强企业竞争力。

南京好易捷进出口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海外仓（美国康涅狄格州）

■ 联系人： 樊　强 18061218666     邮箱：13919949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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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内容

公司主要为跨境电商平

台及卖家提供跨境出口物流、

报关、清关、航空包舱等服务。

公司目前有 TMS 业务系统、

CMCC（计算中心）、BI、财

务中心系统、货物追踪、司

机调度、内部 ERP 及聪明伙

伴等八大系统。聪明伙伴系

统强化了好易捷和海关系统

的数据对接，提升好易捷整

体清关速度。公司充分掌握

货主、货源、交易、物流、

产品流行趋势等重要数据，

所有面单均电子化。且所有数据、操作全部在云端完成，不仅提供

了安全、系统、快速的计算速度，同时也降低了管控和扩张的成本。

作为江苏民营跨境电商物流新兴企业，公司在上游客户获取、下游

供应商资源整合方面为江苏省中小跨境电商提供优质的海外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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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常州景尚远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常州锦尚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9 年在越南投资成立了 PEARLCOIN GROUP（珍

珠币有限公司），并于越南河内市设立海外仓，面积约 3000 平方米。

公司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物流运输、仓储、换标等服务服务。同时，

在越南建立营销网络，利用当地营销渠道，帮助客户开拓市场，形

成线上线下双营销模式。公司自有华人服务操作团队，方便与国内

客户无障碍沟通对接。

常州景尚远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海外仓（越南河内）

■ 联系人： 丁　影    13705167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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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内容

海外仓主要为国内跨境电商客户及外贸型企业提供换标、退货

接收、仓储服务、卡车派送及当地快递派送等服务。

帮助客户完成清关流程，并提供卡派提柜服务。货物入库后，

确定库位编码，锁定库位，单种产品匹配唯一库位号，确保产品顺

利出库。

满足客户重新换标、重新打包、一对一上门配送等需求，及时

将货品发送至终端客户手中。

帮助加工企业提供备货、备件、备料服务。



▉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苏州梦工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一直从事跨境电

商，拥有 15 年跨境电商经验和资源积累。公司于 2018 年在美国奥

克兰成立 Wingle 海外仓，面积达 13 万平方米。

二、服务内容

公司基于双团队运作模式，强大的仓储管理（WMS）软件、

订单管理（OMS）、外贸 ERP 系统和专业的技术团队，为客户提

供先进的跨境物流技术和系统服务。支持 API、EDI 对接服务，与

苏州梦工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海外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 联系人： 张　晓    1862616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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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Wayfair、eBay、Shopify 等美国知名电商平台数据对接，为

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全面供应链式的解决方案。已成功帮助客户在美

国 Amazon,Ebay，Shopify 上销售产品，协助客户节省物流仓储成本，

提高货物周转率，增强总体竞争力。

38



▉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74 年，作为

伴随江苏口岸设立而最早成立的专业外贸公司，是江苏省属国有外

贸集团——江苏汇鸿国际集团的核心子公司，现已发展成为一家以

供应链运营为主业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公司于 2020 年经江苏省发

改委、商务厅、国资委批准，在波兰设立海外仓，位于波兰波兹南市，

紧临 A2 国道与 S11 铁运线路，直线距离约 800 米，交通便利，一期

仓库总面积近 2500 平方米。配备标准货架、叉车、分拣装置等硬件

设备，Cormach ERP 以及 WMS 系统为客户提供快捷、稳定的操作体

验，帮助客户实现海外仓配一体化管理。提供标准 API 接口，支持

与第三方 ERP 系统对接。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
中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仓（波兰波兹南）

■ 联系人： 陈　蔚   025-84267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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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内容

1、一件代发

收货、验货、拆箱、仓储、拣货、包装、出仓等；

2、FBA 转运补仓

短期存仓、FBA 贴换标、托盘转运服务等；

3、退换货质检及换标

退件入仓，检查登记、拣货、更换配件及包装、重新上架服务；

4、其他服务

根据电商客户要求提供集货、报关、清关、运输、仓储、配送、

营销等定制化海外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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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易达欧仓储（江苏）有限公司是一家为中国品牌出海提供以仓

储物流为核心，集品牌推广、营销展示、一站式清关、中转仓（2B）、

一件代发（2C）等综合服务为一体的海外仓供应商。目前，易达仓

储在欧洲拥有德国汉堡、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西班牙马德里、

波兰希维茨科 5 个核心海外仓，存储面积共计 240,000 平方米，其中

德国汉堡仓为自建仓。于 2021 年新增日本神户仓 14,000 平方米。

易达欧仓储（江苏）有限公司
海外仓（德国汉堡）

■  联系人：刘小军  13860492771

      邮    箱：jun@edaeu.com

      网    址：http://www.edae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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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内容

1、清关服务：拥有清关、监管仓资质，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清关

服务，提高清关时效，为企业节省隐性成本。 

2、仓储服务：以仓储为中心，依托操作简易、智能化的 WMS

系统，客户可远程实时管理库存。多年来，我们一直参与各大平台

和品牌商主办的销售庆典活动，使团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高强度的

作业能力，为客人提供了高效、稳定的品质服务。

3、个性化增值服务：为中国品牌出海提供各类“个性化”服务，

售后服务、展示厅服务、新品发布会服务、培训服务等。

4、派送服务：与包括 DHL、UPS、GLS 在内的各大快递公司均

有签约，派送渠道多达 50 个；拥有丰富的 FTL 和 LTL 卡车资源，

可在欧洲境内灵活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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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南京八卦洲跨境服务产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公司成立

以来，以贸易进出口、跨境电商和跨境贸易为支点，以跨境集散为

内容，整合境内外上下游资源，形成品牌主导、海外直采、智能集

散、展示交易、渠道流通、智慧零售、金融配套等多业态、全方位、

高复合的产业链生态圈。根据贸易衍生的服务贸易商业形态，重点

开展进出口代理、跨境电商服务、跨境金融服务、仓储服务、供应

链服务等服务贸易产业链。我司在韩国设立海外仓，海外仓位于韩

国仁川广域市（ENSAN, Gammun 1-RO, 10 Seo-GU, Incheon,SOUTH 

KOREA），仓库总面积为 13304.5 平方米。为我司及省内外贸进出

南京八卦洲跨境服务产业有限公司
海外仓（韩国仁川）

■  联系人：陈瑶珈    15692134330

      邮    箱：celine@hygyl.on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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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企业和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提供在韩货物的清关通关、仓储物流、

转运代发、退换货等一系列服务，帮助企业降低物流成本、扩大出口、

提升品牌竞争力。

二、服务内容

1、双仓联动：我司在国内运营的南京市八卦洲跨境电商产业园

可为企业出口小批、分批、散货等多种模式货物提供集货后集中出

口服务；

2、国际物流服务：提供优质空运海运物流服务；

3、提供清关、报关一体化服务；

4、提供个性化的应用云仓及公共仓储服务；

5、ERP&CRM 管理订单，针对韩国大型平台一键导入订单，实

时传输信息；

6、分包改包、换标贴标、一件代发、退换货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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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南京惠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自 2017 年成立以来，始终致

力于将传统行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布局跨境贸易服务领域，帮

助中国企业“创牌、创量、创利”，整合优质资源，提供跨境电

子商务一站式落地服务，助力中国企业以集约化的方式低成本进

入海外市场。公司在美国新泽西 (NewJersey) 的公共海外仓仓库地

址 :36SawMil1Pond RD,Edison NJ 08817 USA 仓库面积：3660 平方米。

南京惠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海外仓（美国新泽西州）

■  联系人：刘　鹏  13851777582

      邮    箱：169278775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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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内容

1、国际物流服务

为客户选择性价比较高的货代公司并提供中国港口报关、头程

运输、美国港口清关、DDP 服务等。

2、入库服务

实现 SKU 分类、按类别清点、货架上架 ; 系统完成入库单，如

收货有差异及时协同南京团队与客户沟通。

3、出库服务

根据客户的出库单拣货、重新包装、发货到客户出库单地址，

并满足客户如包装信息反馈、FBA 贴标等特殊服务要求。

4、本土派送服务

与美国 UPS/USPS/DHL/FedEx 进行对接，派送约价，实现目的

国本土配送系统无缝对接，帮助客户降本增效。

5、退货服务

客户退货至美国仓库，帮助客户将退货货品清点上架，并根据

客户要求拍外包装，内部产品照片 ; 同时根据客户退货出库单拣货、

打包、出库，以及根据客户特殊要求提供相应服务，如拍照、清点、

更换包装等。

6、本土化售后服务

提供美国本土客服服务，客服素质和服务即时性满足各种售后

要求，降低退货率，提升好评数，并反馈市场信息。

7、其他增值服务

帮助客户创建美国本土品牌，进行多渠道市场销售，可提供在

线销售平台代运营服务，协助市场推广。可提供本土化产品使用实

景视频拍摄，并在目标市场主流媒体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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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乐祺纺织实业（无锡）有限公司是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年产

亿米中高端面料设计与成衣的研发制造一站式服务的专业制造企业，

是中国印染行业龙头企业和副会长单位，公司三十年专注为国内外

品牌定制中高端、多纤维、超柔高弹、功能性、商务、运动休闲、

工装面料，产品深受国内外品牌客户喜爱，同时也是中央军委后勤

保障部军队物资采购供应商和公安部人民警察服装面料生产入围企

业，并获得商务部对外援助物资项目总承包企业资格。

乐祺纺织实业（无锡）有限公司
海外仓（柬埔寨金边）

■  联系人：史燕青  13961593058 

      网    址：www.luckytextil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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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行业内较早走出去的企业之一，公司积累了成熟的市场开

拓和项目开发经验，已经融入了地方文化，熟悉和掌握海外市场开

发流程和渠道，培养了一支既懂业务、又懂管理国际化视野的复合

型人才，并充分发挥在柬埔寨金边设立海外服装厂的优势，设立海

外公共仓，面积 4500 平方米，提供全方位服务，解决国内企业租船

订仓难、成本高、运输时长等一系列问题，且货物以自有品牌进行

推广和销售 , 提升知名度。

二、服务内容

柬埔寨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随着需求增加，公司利用

服装工厂的便利与优势，不断扩大规模和提升服务能力，不仅满足

自己的出口业务需求，还服务于国内有出口业务的公司共同“抱团”

走出去，帮助国内企业到柬货物的拆箱、储存、分拨等，并提供基

础的售后服务，同时也为国内企业提供在柬生产货物的出口进行统

一存储、装柜、清关等服务。海外仓是开拓国际市场的阵地和窗口，

公司将全面提升海外仓的运行模式，建设智能仓库，并带动更多领

域企业并肩前行。开拓国际市场、带动进出口、提升品牌影响力发

挥了积极作用。

48



▉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江苏佳利达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系中国货代物流

综合百强、民营五十强、空运五十强及仓储二十强企业，国际航空

运输协会（IATA）会员企业，中国航空运输协会（CATA）批准的一

级货运代理企业，世界货物运输联盟（WCA）会员企业，中国国际

货运代理协会（CIFA）常务理事单位，中国报关协会（CCBA）理事

单位。

江苏佳利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仓（香港）

■  联系人：单天妮    18912399562 

      网    址：tinashan@jd-li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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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业务涵盖国际货运代理、国内物流、供应链管理、保

税业务、贸易、金融、食品进口供应链等一体化物流服务，服务的

行业有消费电子、通讯科技、汽车零配件、医疗、机械、能源、快

速消费品等。公司员工总人数超 1341 人，自有车辆超 200 辆，国内

仓库面积超 30 万平方米。

公司自 2013 年起在香港葵涌海运码头 ATL 大楼设立分拨仓库。

仓库设立在 ATL 大楼五楼，为标准物流仓，仓储面积 2000 多平方米，

共有 5 个卸货装卸平台。2020 年，仓库通过 TAPA A 认证，为国际

公认最高安保标准仓库。仓库自设立以来，为江苏省众多制造企业

和电商企业提供仓库分拨服务。

二、服务内容

仓库分拨；贴标、换箱、重新打托；一件代发；香港本地派送；

中港跨境陆运；香港 IOR/EOR 申报、香港进出许可证申请、香港海

运 / 空运代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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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江苏裕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位于江苏省无锡市

宜兴市和桥镇，是一家以出口为主的贸易型企业，主要经营各类建

材的出口贸易。公司专注于欧美、中东等市场。2016 年在加拿大温

哥华了成立了温哥华太平洋建材公司，并租赁了面积为 3300 平方米

的仓库，随着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步伐的加快，海外仓不断完善

其功能，形成了以仓储、物流、销售为一体的多元化公共海外仓。

江苏裕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海外仓（加拿大温哥华）

■  联系人：许峻松   1381224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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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内容

1、全程物流供应服务

与国内优质的物流企业合作，提供便利、高效的租船订仓、报关、

清关等服务。降低跨境贸易中小企业的物流成本、节省自行报关所

带来的不便。

2、政策咨询服务

帮助进入海外仓的企业与当地政府部门接洽和相关政策咨询业

务，代为办理工商注册，公司全程协助。

3、海外仓运行服务

海外仓提供货物到港一站式服务。从货物进入加拿大港口到进

入仓库所有服务由我公司提供。进入仓库的货物实行自动化物货管

理，实时提供货物存量信息，仓库 24 小时不打烊，所有要求及时回复。

4、其他增值服务

对进驻海外仓的企业，我公司提供全方位营销服务。培训业务员、

提供相关信息，并对货物提供展示区域，帮助更新展示产品。同时

提供住宿、办公等场所，为进入海外仓的企业解决各种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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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常州市豪凌车业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常州孟河，成立于 2003 年，

主要从事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锂电单车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实行技工贸一体化体系。公司海外仓位于加州奥克兰市（Degewater 

Dr，Oakland, California, 2018.4.23-2023.4.30），另外在伊利诺伊州、

阿拉巴马州、特拉华州建有仓库，面积总计达 24000 平方米，拥有

超过 100 人的专业跨境电商运营团队，实现全美 96% 优势物流。自

2015 年成功转型，公司已快速成为长三角跨境出口电商领先企业。

常州市豪凌车业有限公司
海外仓（美国加州）

■  联系人：周　伟　1811580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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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内容

A. 市场调研：对潜在客

户产品进行市场数据分析、

调研，核算产品在美国市场

销售价格及市场规模以及利

润分析，让客户对自己的产

品在美国市场中的竞争力有

充分认识和了解

B. 仓储服务：对已经达

成合作的客户，我们免费提

供公司海外自建仓，免去客

户自己寻找海外仓储，公司

仓储布局经过 5、6 年的深入

研究，已经完美覆盖美国 98% 的消费人口，覆盖 85% 的主要消费群

体，让客户在美国的内陆物流运输成本降低 15%-35%；

C. 运营服务：公司在国际知名电商平台均设有专营店，客户只

需将产品运往指定仓库，公司针对产品及消费地区进行广告投放及

引流，通过大数据分析竞争对手产品趋势，做到每个产品精心运营，

免去客户自建运营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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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江苏浦京供应链有限公司为以土耳其为主要市场的外贸进出口

及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包括一站式仓储、品牌建立、市场推广、跨境

电商运营、售后服务等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海外仓位于土耳其伊

斯坦布尔市苏科海马工业区，总面积 10500 平方米。目前，已与亚

马逊，noon 等多个电商平台建立了免预约合作，能够及时为客户提

供送仓、售后等服务。

江苏浦京供应链有限公司
海外仓（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  联系人：吴建国 

      邮    箱：63545205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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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内容

1、提供仓储物流、线下销售服务。对客户在电商平台卖不动的

库存，由于客户对国外情况不了解导致的库存产品，我公司积极帮

助客户通过我们的线下实体团队进行推荐，尽可能的帮助客户销售，

减轻客户损失。

2、提供退换货和售后贴标服务。帮助跨境电商企业进行售后服

务，贴换标，更换 SKU，二次上架等。

3、 提 供 营 销 展 示、 海 外 展 览 服 务。 通 过 FACEBOOK，

INSTAGRAM 帮助国内电商企业推荐给海外客户，同时拥有线上展示

营销平台，协助实现精准选品。

4、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帮助国内企业代理开通税号，代

报税服务，以及企业注册当地的商标服务，实施品牌化发展，同时

推动线下产品展厅，无论线上线下都能够更好的对接。

5、提供全方位的培训服务。为新开展业务企业提供报关咨询，

货物保险理赔，清关应急处理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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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公司于 2017 年在俄罗斯投资成立莫斯科优雅纺织品有限公司并

开始运营海外仓，仓库面积 4380 平方米，聘用当地员工 25 人，中

国员工 7 人，服务中国外贸企业 35 家，其中跨境电商企业 18 家，

截止目前累计带动出口 8600 万元人民币。

南通姜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海外仓（俄罗斯莫斯科）

■  联系人：殷小建    13328066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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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内容

1、国际物流服务：为客户选择高性价比货代公司并提供中国港

口报关、海运，汽车快陆运、俄罗斯港口清关、俄联邦第三国家转运（如

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的 DDP 服务等）；

2、系统配备：为客户提供操作系统，实现 SKU、入库单、手工

出库单添加 / 修改 / 物流状态显示等库存状态查询，Invoice 查询等，

实现库存自动化进出；

3、入库服务：实现 产品 SKU 分类、按产品类别清点、并及时

上架到展厅货架提供产品展示出样，按客户要求寄样；系统完成入

库单，如收货有差异及时与国内与客户沟通；

4、出库服务：根据客户的出库单拣货、重新贴标包装，使用

俄罗斯当地性价比高的物流发货到客户出库单地址，并满足客户如

包装信息反馈，俄联邦税务二维码贴标等特殊服务要求；帮助商户

7*24 小时在线解答疑问。

5、退货服务：客户退货至俄罗斯仓库后，帮助客户将退货货品

清点上架，核对，拍照、提供退货出库单、拣货、打包、出库等；

6、其他增值服务：每月为客户提供出库入库明细对账表，及时

与国内核对在库数量，并开具发票，提供代收货款结算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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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南通圣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八

打灵市设立海外仓，仓库面积 3 万平方英尺（合近 3000 平方米）。

公司自成立至今，以江苏企业，尤其是南通企业为基础，同时为深

圳及广州、宁波、青岛等地企业提供服务。

在马来西亚境内，我们整合当地运输和码头资源，为国内的东

南亚电商卖家和企业进出口客户提供了一流的一站式供应链解决方

案。其中海外仓服务已带动国内出口额 200 万美金，作业量约 300

个海柜的装卸作业及分仓发货，通过长短途卡派运输、快递、库内

操作等，通过服务外包的方式带动经济发展。

南通圣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海外仓（马来西亚雪兰莪州）

■  联系人：任　佳　1321857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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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内容

1、退换货功能：代发货、一站式海外仓储服务，包括换标、

退换货、转仓、一件代发或代贴标签、产品检测、滞销处理、分箱、

代缴关税、保险等；

2、保税功能：在保税仓库可以进行转口贸易，以海外仓所在地

为第三国，连接卖方和买方国家，这种方式能够有效躲避贸易制裁。

在保税海外仓内，还可以进行简单加工等相应增值服务，能有效丰

富仓库功能，提升竞争力；

3、运输资源整合功能：将国内仓库作为共同配送的起点、海外

仓作为共同配送的重点，实现对运输资源的有效整合，达到运输的

规模效应，降低配送成本；

4、进口功能：协助国内企业进口马来西亚的原料等产品；

5、金融服务：目前已在申请马来西亚的支付牌照，打通银行和

平台之间、国内和马来西亚之间的支付通道，为跨境企业提供“货

物流”对应的“资金流”服务，并结合“中信保”为跨境企业资金

安全保驾护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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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南通圣盖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卡塔尔国多哈区投资设立蓝月

亮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农产品贸易；服装贸易；煤炭贸

易；箱包贸易；毛毯、床单、亚麻布贸易；食品贸易。在卡塔尔国

多哈区租赁海外仓 2500 平方米，现有 13 名卡塔尔国专业技术工作

人员。海外仓在 2021 年为多家江苏内企业提供服务，带动出口 2000 

多万元。公司同时在美国设有海外仓，位于美国加州，地址是 4934 

Walnut  Grove Ave #108  San Gabriel CALIFORNIA  91776  面积约 2500

平方米。

南通圣盖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海外仓（卡塔尔多哈）

■  联系人：施舟洲  1377386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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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内容

针对跨境进出口现状，致力于提供全链供应链系统海外仓，

解决中国跨境电商及电商平台在卡塔 尔的中转、仓储、退货换标

和本土电商平台一件代发需求。同时提供完善的、高折扣的 UPS，

FEDEX, DHL 等合作快递。建立 ERP 系统，实现物资资源管理、信

息资源管理以及清结算管理等。将海外仓承租给跨境电商，提供仓储、

配送、分拣 以及退货的二次上架服务，实现电商（卖家）直接从当

地发出货物 , 具有与当地 客户一样的空间和时间优势 , 买家可以更快

地接收快递包裹，而且可以查看物流 配送信息，同时由于运输流程

减少，快递损坏率也大大降低，不容易发生退货， 也降低了买方给

差评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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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一、海外仓介绍

我司于 2013 年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安大略市成立了 BNF 

Home Inc. ( 百安福家居美国有限公司 )，并设立海外仓，仓库区域面

积约 4000 平方米，充分高效利用 WMS、Shipout 等仓储和电商软件

实行高密度全立体仓储和快速移库出货。在公司运营方面，海外仓

是完全的美国模式和本土化管理。目前我司尤为擅长服务家用纺织

品、家具领域的客户。

南通百安福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外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  联系人：王　斌　1350628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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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内容

1、拼柜出运、拆箱、仓储、二程物流、换标等服务

提供拆箱、仓储、二程物流、换标等基本海外仓服务；同时，

为国内跨境电商企业小批量出货提供拼柜出运的特色服务。经我司

拼柜出运的产品，整个海运出口到美国入仓的所有环节的费用我司

均不加利润，全过程平价运行，实报实销，让小卖家的产品成功迈

出品牌出口的第一步。

2、Amazon 等电子商务平台代售、代发货服务

我司海外仓团队和北美主流电商 Amazon、Wayfair、Overstock 等

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服务对象在这些平台上进行产品代售和

代发货的服务。

3、美国主流零售商线上平台运营托管和发货服务

美国各大主流零售商都有其自己的线上平台。目前我们入住的

有 Kohls, Walmart, Sams Club, Costco 等大型零售商线上平台。除运营

自己的账户，也为这些平台的供货商提供平台运营托管和发货服务

（drop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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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省级海外公共仓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