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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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厅先

后认定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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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0 月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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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云幅集团公司海外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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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摩丁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海外仓（美国纽约）

10、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仓

        （美国田纳西州）

11、江苏正远储运有限公司海外仓（美国洛杉矶）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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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江苏辛巴地板有限公司海外仓（阿联酋沙迦）

14、中设无锡机械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海外仓

        （德国北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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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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中国制造网已成为全球采购商寻找中

国供应商的重要渠道。为突破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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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万

美元，帮助中国企业 “创牌、创量、创利”，整合美国当地优质资

源提供一站式落地美国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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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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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挨安大略国际机场及美国 10、15、60 号洲际公路，公司占地面积

逾 20000 平方米，其中办公区 1170 平方米，仓储区 18917 平方米，

拥有集航空、公路、海运为一体的便捷交通条件，客户可享受便捷

的交通、企业社群、保税仓库区等诸多附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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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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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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跨

境电商出口领域规模最大、产品线最完善的服务供应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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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多个海外仓，专注于全渠道中大件订单交

付、优质 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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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 1 号仓 /2 号仓 /3 号仓 /4 号仓，主要覆盖洛杉

矶，旧金山，拉斯维加斯等区域；

美东仓库：新泽西仓 / 亚特兰大仓，主要覆盖纽约，华盛顿，波

士顿，费城，亚特兰大，迈阿密等区域；

美中仓库：印第安纳仓 / 圣路易斯仓，主要覆盖芝加哥，底特律，

达拉斯等区域。

单仓面积 10 万尺，单仓储存能力 200 个大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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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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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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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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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人，美国专职服务

人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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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A Onsite： 位 于 洛 杉 矶、 亚 特 兰 大、 新 泽 西 的 仓 库 均 为

Amazon FBA 授权仓，从上述仓库发货等同于 FBA 仓库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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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云蝠集团公司
海外仓（美国洛杉矶）

■ 联系人：陈弘毅  13373659250（微信同号）

     邮    箱：Stan.chen@yunfu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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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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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仓以后，公司又在美国明尼苏达州 Rushford(485 309S Elm Street, 

Rushford, MN) 建立海外仓，总面积近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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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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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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仓介绍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苏宁易购）创立于 1990 年，

现已发展为国际领先的商业企业，位列 2019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第

3 位、中国企业 500 强第 19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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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宁物流依托于香港苏宁自营业务，不断强化仓储能力建设、提升

物流运营效率，提升用户服务质量。海外仓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葵

青区葵涌 4 号货柜码头 B 座 4 楼，实用可用面积约 4000 平方米，自

营业务使用面积约 3700㎡，其中传统大家电占 1800 平方米，生活

电器小家电占约 600 平方米，3C 品类占约 300 平方米，大快销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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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耕林 00852-98568286 

                              梁志辉 00852-61623118

     网址：http://www. sun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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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网购作业占约 1000 平方米。第三方中转业务场地约 300 平方米，

今年四季度计划拓展 2000 平方米。

二、服务内容

1、业务范畴

香港苏宁物流以支持自营业务发展为主，服务于香港苏宁易购

股份有限公司线上线下销售，涵盖 B2B、B2C 业务，同时基于服务

能力拓展第三方业务，如 A2 奶粉代理项目、达令中转项目、香港环

球易购跨境电商业务等，并计划拓展政企合作“关爱基金”民生项目，

目前投标中。

2、服务模式

基于香港辐射半径及现有业务规模，香港苏宁物流现采取中心

仓直发模式，末端配送采用加盟合作模式，已建立仓配一体化的服

务能力，一方面，物流配送“半日达”、“次日达”、“夜间送”

等时效产品覆盖范围持续增加，“准时达”配送计划本年度 10 月份

开始试行。另一方面，公司持续开展 “送装一体”、“四电一脑除旧”、

“安装 27 个月保养”等多样化服务，并针对贵品推出“开箱验货”

服务，依托于苏宁线下门店拓展门店自提 O2O 融合服务产品，致力

于提升用户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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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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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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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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仓介绍

南京摩丁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 2005 年在美国纽约州成立

“ALINA Legend Inc.”公司，后在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5802 3rd 

Ave, Brooklyn, NY 11220. USA）设立海外仓，面积 2600 平方米 , 仓

储容积 55 万立方英尺，专业从事江苏 - 美国货运物流、清关、仓

储管理及代发货等业务，企业建立了在美国 Amazon、eBay、wish 等

平台产品销售全周期营销体系，为江苏及周边地区数百家中小跨境

电商提供头程货运、美国二程转运、美国仓库存储、亚马逊 FBA 发

南京摩丁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海外仓（美国纽约）

■ 联系人 : 陈小姐（ Emma）   001-718-666-6425

                    禹先生（James）     001-646-775-7685

                    E-mail: 2323w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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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贴标换标、退换货、

eBay、wish 等 电 商 平 台 收

发货及海外仓一站式服务。

二、服务特色

1、先进的仓库及财务

操作 OMS & WMS 系统。使

用业界成熟的 OMS & WMS

系 统， 结 合 QUICKBOOK 

财务软件，实现自动化订

单管理以及多元化物流配

送，确保跨境卖家的货物

能够准确及时送至消费者

手中或者亚马逊 FBA 仓库。

同时运用大数据云分析为

跨境卖家提供产品市场销

售排名、网站其它卖家价格变动等数据服务；

2、降成本增效率。与美国知名数据分析公司合作，帮助电商卖

家确定货物最佳落地目的港，节省美国境内转运 FBA 的费用及自发

货费用。通过与包括 UPS、FedEx、顺风等国内外快递服务商稳定的

战略合作，提高服务时效，降低客户成本；

3、团队专业经验丰富。拥有专业化人才团队，为客户提供包括

知识产权、客户索赔、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提供免费咨询和帮助。



一、海外仓介绍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现为国内重要的

记忆绵生产基地，公司在中国境内、美国、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地

区设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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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为自主品牌 MLILY 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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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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入驻市场，同时又占据着公司 ODM 业务出口近一半的份额，是海

外业务主阵地。为进一步服务客户，缩减交货期，提高效率，减轻

国内产业链压力，降低物流成本，公司于 2017 年 4 月在美国田纳西

州查塔努加（2205 Polymer Dr. Chattanooga, TN）建设了海外仓，面积

为 53500 平方英尺，拥有货架、铲车、电子设备、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

总投入超过 90 万美元。仓库主要用于存放本公司功能性记忆绵系列

的床垫、枕头、薄垫等家居产品。同时，还为国内企业产品在美国

保存及周转提供服务，目前累计服务企业达 41 家。

二、运营情况

国内企业通过将货物批量发货至海外仓，降低了运输成本。客

户下单后，公司通过海外仓直接本地发货，大大缩短订单周期，也

降低了清关障碍，同时为公司跨境电商发展提供服务支撑。2017 年

美国仓库销售收入为 453 万元，2018 年为 812 万元，销售收入同比

增长达 79%，经济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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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仓介绍

江苏正远储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注册资金 1000 万，总

部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在天津及深圳均有服务站。正远储运以天津

及周边至西南成都、重庆四川全境为主干线，提供全国整车包车、

零担配货、普货运输、大件运输等托运服务；提供市内配送、打包、

仓库租赁、第三方物流方案设计、企业物流资源整合的综合性物流

服务。

海外仓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邻近洛杉矶的尔湾（9430 Lucas 

Ranch Rd，Rancho Cucamonga，CA,91730）， 美 国 公 司 名 称 为

BESTONE Int’I INC( 好一有限责任公司），面积 2787 平方米 , 并于

2019 年 10 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安大略市（500S Etiwanda Ave, Ontario 

江苏正远储运有限公司
海外仓（美国洛杉矶）

■ 联系人：赖宝建    13013939013

　　　　　 黄先生（Jason）  17665222987

                     Jenny 杜   001-9495015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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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91761）另扩展 8000 平方米左右

的仓库，海外仓总面积达 10000 平方

米。公司与多家快递网点合作，为

国内的电商进出口客户提供一流的

一站式物流运输服务，并投资创建

了海外仓仓储管理系统（http://oms.

zylchina.com），已经为国内几百家

企业免费提供免费注册和线上监管

服务。

二、服务内容

包括一站式海外仓储服务、FBA 换标、FBA 退换货、FBA 中转

转仓、一件代发、代贴标签、FBA 产品检测、滞销处理、分箱、打包、

打托、代缴关税、保险等。

海外仓综合了仓储自动化、FBA 的竞争以及亚马逊最后一公里

的布局考虑，给客户提供上述各类服务，提高国内电商客户在美的

市场竞争力。目前正在美国申请保税功能。

业务流程如下：

头程运输：跨境电商卖家通过海运、空运、陆运或小包等其他

方式将商品运送至美国仓库； 

仓储管理：卖家通过物流信息系统，远程操作海外仓储货物，

实时管理库存。为客户免费注册海外仓管理系统账户，获取每个客

户唯一的会员代码和账户信息，后续所有海外仓服务操作都将在系

统内全程同步，客户可以随时查看货物的发送在途情况及仓库操作

完成情况；

尾程运输 ( 本地配送 )：海外仓储中心根据订单信息，通过当地

的快递渠道等将商品配送到客户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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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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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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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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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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科技型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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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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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服务为主体的工技贸结合的大型国际化企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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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9 日，

注册资本 8001 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自营和代

理进出口业务、汽车、汽车零配件、日用品、服装、电子产品、食

品等产品的销售 ; 光伏电站的设计咨询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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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hmar）设立，由中设无锡机械设备工程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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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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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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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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办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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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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