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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布局“电商丝绸之路”全球化进程中，阿里巴巴集团战略投资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电

商平台、在线支付、线下物流、数据中心，分别对应了阿里集团业务、蚂蚁金服业务、菜鸟网络业务、阿里

云业务。阿里巴巴在中国的成功有目共睹，但阿里巴巴在中国的成功经验可以顺利通达全球市场和人类

世界，轻易被复制实现“全球化”的成功吗？针对这一问题，从假货、财务、大数据以及适应性差异等几方

面进行分析，以阿里巴巴为例总结“电商丝绸之路”全球化进程中面对的困局及破解方法。

【关键词】电商丝绸之路；全球化；财务；大数据；适应性差异

【中图分类号】F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16-0102-6

黄 电

“电商丝绸之路”全球化的反思
——基于阿里巴巴中国经验的深度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国家级战略打

破了传统贸易壁垒，有效促进沿线国家发展共赢，也

给中小企业带来大量贸易机会。作为国内互联网龙

头的阿里巴巴集团（以下简称“阿里”），其在2016年
已不止一次在各重要场合表示必须在全球范围建立

一个能够推动小企业发展的平台，建立一个数字化

的交易中心，所有的电子枢纽将汇聚在这个平台和

交易中心上，也就是说，这将是一个针对全球小企

业，集合物流、融资和海关服务的自由贸易区。这些

举措可以被解读为电子商务领域的“一带一路”战

略。这一战略有助于“电商丝绸之路”的建设，并推动

沿线国家在互联网以及电子商务领域的进一步深入

发展。所谓“电商丝绸之路”，就是用网络连接每个国

家、每个企业、每个物流仓库，帮助小企业和民众轻

松购买、销售产品，让大家充分享受电子商务、网络

融资、数据技术、跨境交易及物流系统的便利。

在布局“电商丝绸之路”过程中，阿里显示出了

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布局智慧。其战略投资主要集中

在四个方面：电商平台、在线支付、线下物流、数据中

心，分别对应了阿里集团业务、蚂蚁金服业务、菜鸟

网络业务、阿里云业务。毫无疑问，阿里在中国的成

功有目共睹，但阿里在中国的成功经验真能顺利通

达全球市场和人类世界，轻易被复制实现“全球化”

的成功吗？笔者认为，尽管远景宏大，但阿里未来面

对的挑战很大，加之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存在，“电商

丝绸之路”的全球化挑战重重，不妨做深度分析。

一、“假”——阿里“电商丝绸之路”全球化进程

的障碍

2016年轰轰烈烈的“双十一”网购狂欢节落下

帷幕之后，和往年一样，“24小时成交 1207亿元”这

样夸张的数字占据了各家华文媒体头条，而同时挥

之不去的，是国内国际舆论关于“数字造假”的怀疑。

创立至今已有17年，阿里不仅成为中国互联网

产业的领军角色，在全球的电商、金融、贸易等领域

的地位也上升极快，渐成霸主之势。而最令其尴尬的

是，阿里一边在中国市场赢得消费者及商家信任，从

贸易、零售、金融、社交等领域全面、迅速地建立起与

用户的信任和依赖关系，借此构建了商业上强大的

“生态系统”；另一边，却在国内国际舆论中摆脱不掉

“造假”“操控”等严厉质疑。

阿里创始人马云在 2016年 9月的G20峰会上，

提出全球应该针对电子商务制定共同平台标准，建

立 eWTP（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电子世

贸平台），共同打通通关、税收等环节，建立一条能被

【基金项目】 广东省质量工程项目“财务会计教育本科示范专业建设”（项目编号：0003016071）；岭南

师范学院南海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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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认可的“电商丝绸之路”，从而连接中国与世界。

2016年 10月，马云又在杭州云栖大会致辞时说，阿

里未来不只是做电商，阿里要面向的是“人类世界”

的重要“五新”（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

能源）。那么“五新”产业架构是如何形成的，具体涉

及的业务是什么？笔者根据公开资料进行分类说明，

详细内容通过表格清晰列示。

二、“生态系统”决胜——“电商丝绸之路”让所

有人朝同一方向前进

目前常见的一种论断是，阿里的成功壮大建基

于中国特色的网络环境，即只有在中国特色的网络

环境下才能让阿里雄心勃勃地构建宏大的“电商丝

绸之路”蓝图。但笔者认为，若简单地这样归因，对阿

里显然不尽公平。

阿里在中国经历了严酷的大浪淘沙才得以称

霸。而阿里能打败众多竞争对手的关键因素之一在

于阿里一直强调：必须让所有人朝着同一方向前进。

这里的所有人，不只是指阿里自己的人，也包括依托

在阿里平台周边的所有链条、所有用户、所有合作伙

伴。与很多竞争对手不同，作为电商平台的阿里，不

做自营自销，没有自己的物流、仓储系统，所有上架

物品都是卖家自行销售管理。因此，唯有平台上的卖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新零售

淘宝

阿里妈妈、ShopEx

百世物流

上海宝算

Vendio Services
Auctiva
一达通

天猫、一淘

名鞋库、美团网

丁丁优惠

声盟

快的打车

菜鸟网络

穷游网

ShopRunner
日日顺物流

天猫国际

银泰百货

新加坡邮政

11main.com
阿里旅游去啊

Zulily
OpenSky
魅力惠、冠庭国际物流

苏宁云商、Jasper Infotech Pvt
Groupon
Lazada Group

新制造

华数彩虹

酷开电视

海尔电器、淘工厂

新金融

支付宝

众安在线财险

天弘基金

恒生电子

蚂蚁金服

浙江网商银行

芝麻信用

One97

新技术

雅虎中国

阿里云计算

易图通

搜狗

擎天软件

GNZZ

卓大师

高德软件

酷盘

友盟

中国万网

中信21世纪

神马搜索

UC优视、阿里通信

阿里健康通信

北京中长基石信息技术公司

易传媒

魅族科技

豌豆荚

新能源

中石化合作

力帆战略合作

五矿电商

中石油合作

张北数据中心

阿里“五新”产业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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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能不断进步、做大做强，才能保证阿里平台的整体

向前发展，否则这个平台就可能因任一链条的落后

而陷入困境。这就是阿里致力打造的“生态系统”。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是阿里成立至今最重

要的宗旨。对阿里来说，只有让平台上的小企业，甚

至微小企业容易做成生意，平台才能屹立不倒，“电

商丝绸之路”战略才有可能完成全球化进程。打开淘

宝网，将其与亚马逊、eBay网站对比，很轻易就能够

体会到这件事情。所有淘宝店铺的网页都是卖家自

己费心打造，尤其是对“商品详情页”的各种拍照、美

工、选品、排序。淘宝网像是一个硕大的百货公司，提

供给卖家对网店的装修工具、流量环境、经营知识，

甚至致富梦想，让卖家能够低成本打造自己的店铺，

对做生意感到容易、有趣、野心勃勃。店铺还可以不

断升级。目前淘宝网开始支持卖家在商品详情页挂

出视频、直播等内容，用户在浏览商品时，流媒体就

会像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一样缩小成右下角的一

个视窗，用户可以在查找商品网页的同时持续观看

视频。2016年6月阿里发布的财务报告显示，淘宝用

户平均每天发表的评论数超过两千万条，这就是“生

态系统”的形成。

三、“武林盟主”阿里崛起——“电商丝绸之路”

可以集合“无”，打败“有”

为配合“电商丝绸之路”这个宏大战略的全球

化进程，阿里的金融业务“蚂蚁金服”则是由以上谈

及的“生态系统”衍生而来的典型产品。最初，阿里为

了解决交易支付问题，开发了为小型卖家畅通现金

流通的第三方支付产品“支付宝”，而依托支付宝建

立起来的蚂蚁金服，在2016年4月的上一轮融资中，

估值已经上看 600亿美元。而彭博财经新闻不久前

的一篇评论甚至认为，蚂蚁金服的实际市值已经超

过了世界级的投资银行高盛。与此相似衍生的业务

线是“菜鸟物流”。为了对抗竞争对手京东的自营自

销的强物流模式，阿里曾经想要联合我国几家主要

快递企业的力量，建立一套足以与京东商城对抗的

物流体系，重演蚂蚁金服神话。不过这个计划，因为

中国最大的快递企业顺丰快递临阵倒戈，目前实施

效果不佳。

除了和已有用户一起往前走，阿里的团队也体

现出相当强的危机意识，比如投资建设农村淘宝。

2014年，阿里宣布将在三到五年内投资超过百亿人

民币，在农村区域建立起将商品下行到农村，并将农

村产品上行到城市的“千村万县”。阿里作为电商界

的领头羊，充分运用了“武林盟主”式的管理哲学，在

“电商丝绸之路”进程中讲究的是用农村包围城市、

集合没有资源的人打败最有资源的人，这点在整个

东亚儒家经济圈中都极为罕见。

四、“电商丝绸之路”中的假货危机——“大文娱

战略”扼杀丑闻还是制造丑闻

出乎意料的是，阿里以上的发展成绩放到国际

舆论中，常被一些在国内不甚在意的因素影响，比如

假货，这个已成为阿里“电商丝绸之路”战略中的一

个危机。

事实上，阿里从 2015年 1月就开始陷入股价危

机，原因正起自假货。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出具《关于

对阿里集团进行行政指导工作情况的白皮书》，指出

淘宝网的正品率不足四成。这份报告使阿里的股价

一泻千里，从最高点 120美元，一路大跌到 2015年 9
月的58美元，跌破了2014年9月20日 IPO时的发行

价68美元。此时，阿里的外部压力巨大。阿里过去近

两年的财务表现如图1所示。

2015、2016年期间，阿里并非没意识到这些危

机，内部也不断展开打假之战。阿里首席平台治理官

郑俊芳，成为仅次于集团CEO张勇，最频繁出现在

媒体面前的高管。她不停对外宣布，淘宝已经自动清

理了数以万计的商铺，并和公安部门合作，追踪假货

线下制造点。2015年4月13日，阿里还积极运作加入

了一个其实并不出名的“国际反假货联盟”（IACC），
希望能为自己的低落形象加点分。但国际舆论却并不

买账。阿里加入 IACC反而引起了国际奢侈品大厂的

愤怒，GUCCI、Michael、Tiffany等知名品牌宣布退出

IACC，拒绝与阿里为伍。国际媒体更追踪报道，IACC
主席长期持有阿里股票，其家族与阿里关系密切。此

后，IACC只能宣布暂停阿里的入会审查。

2016年 8月 11日，阿里公布了一份被称为“上

图 1 阿里过去近两年的财务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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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后最强财报”（见图2）。股价在两天内上涨12.5%，

终于重新站上一百美元价位。假货危机没有过去，但

是阿里却依靠在其他战场的成功抢滩，转移了海外

投资者视线。新战场在哪里？在这份财报中，阿里第

一次公布电商以外业务的成绩：“云计算”“数字媒体

与娱乐”“创新项目及其他业务”三大业务，尽管亏

损，但市场份额相当瞩目。对于这家带着两千亿美元

庞大市值、正式走上全球化的中国公司来说，这一次

短暂胜利无疑打开了新局面，也为“电商丝绸之路”

的宏大战略挽回不少公众信心。

四大板块中的“数字媒体与娱乐”板块，在阿里

内部被称为“大文娱战略”──近年来通过不断收购

媒体、娱乐网站，建立阿里在舆论上的话语权。该板

块虽然在阿里“五新产业”中未有明确定位，但可以

看出，阿里在社交娱乐体育教育领域毫不示弱，图3
为阿里的社交娱乐体育教育产业版图。

五、“电商丝绸之路”全球化中的数据造假——

“不算夸张就还行”

某种程度上，阿里自身的强宣传体系，和假货丑

闻一样，会遭遇到言论自由世界的抵抗。在高喊向人

类社会“五新”前进的同时，阿里身上带有的斑斑污

迹，同样要在走出中国后，迎接世界的检验，而这不

得不令人担忧阿里的“电商丝绸之路”全球化是否能

实现。一个典型事件是2016年5月，阿里向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公司年报再次引发轩然大

波，当日股价暴跌 5.5%。因为这份年报的第 188页
中，阿里披露了自己正遭到 SEC调查，调查要求之

一是要求阿里提供 2015年“双十一”购物节的销售

数字（912亿元人民币）细项。尽管财报上的文字模

糊，这件事还是很快轰动了互联网圈，因为电商产业

界长期以来一直质疑阿里在“双十一”销售数字上造

假。阿里的官方回应很有意思：“历年的‘双十一’，由

于其巨大的交易量以及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是中国

之外的其他国家所难以理解和难以置信的。”

那么阿里所谓“难以理解”和“难以置信”，究竟

是什么呢？笔者经过详细分析，发现了一个有趣的

现象。每年“双十一”凌晨一到，各大品牌商最要紧

的比赛是看谁能率先突破销售量一亿元大关。许多

卖家会自行公布销售量破亿消息，而阿里也会不断

刷新平台上的总成交数字。随着成交数字令人咋舌

地蹿升，近年的新现象是，各大零售商开始布局，不

间断监视对手阵营的成交量：一有大批量成交订单

出现，就会被“晒单”，用以质疑对方公司“刷单”（也

就是假交易，厂商会透过“空壳账户”下单自己的产

品，制造虚假交易量）。于是，

连续多年来，各个手机厂商都

在“双十一”这天攻击竞争对

手，去年第一个宣布销售破亿

的魅族手机，被几大对手公司

炮轰得体无完肤，而小米、华

为手机也互相指控刷单，认为

天猫的销售排名不公。卖家破

绽百出的刷单手法，加上后续

被曝出的“双十一”总退货率

高，是各界一口咬定“双十一”

交易量存在虚报的原因。而阿

里作为期待成交数字节节攀

升的平台，也屡被质疑其纵

容，甚至鼓励商家这样的行为

（见图4）。

图 2 2016首两季阿里四大板块财务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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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证不胜枚举。2014年，曾有媒体依照天猫公

布的销售排名一一查询退款记录，发现大型卖家多

半有接近两成的退款率，而退款情形最为严重的服

饰商“韩都衣舍”，则有高达64%的退款记录。颇具意

味的是，前淘宝搜索负责人也曾经在自己的微信公

众号上撰文表示：“刷单的比例不小，按照惯例，‘双

十一’当天的成交订单，系统不会去严格检查是否有

刷单行动。”

不过，和假货充斥制造业一样，数据灌水并不是

阿里“创新”的，实际上这早已成为中国互联网业界

的通例。2015年，一家B2B（商家对商家）农业电商

“一亩田”曾被披露谎报交易量，该电商公布的数据

显示，仅仅四川西昌一地的洋葱交易量就超过一百

吨，然而当年整个西昌市的洋葱产量只有三十吨。在

创投资金的催逼之下，中国互联网公司已经习惯用

灌水的数据迎合投资人的期待，然后由投资人拿这

些膨胀的数据到资本市场上，募集一轮金额更为骇

人的资金。

六、“千人千面”——“电商丝绸之路”全球化中

没有隐私边界的大数据

近两年来，阿里在财报上最热衷强调的数据是

“移动互联网交易比例”，即用户从手机、平板电脑等

移动设备上使用淘宝APP的比例。阿里今年 6月发

布的财报显示：“本季度中国零售平台的移动端季度

收入达 175.14亿元，年增幅高达 119%，占中国零售

平台总收入的比例增至 75%，而去年同期的比例为

51%。”这和美国亚马逊公司公布的假日移动交易高

达七成的比例约莫相当。

然而，笔者作为同为美国亚马逊网站与中国淘

宝网的使用者发现，所谓的“移动交易”，在阿里平台

上是带有某种引导性的。用户在登录亚马逊 PC网

站时，可以自由使用购物车并付款结账，但是如果在

淘宝的PC网站上，要想将商品加入购物车、我的最

爱，甚至结账时，系统就会要求用户打开手机淘宝扫

码后才能登入。这一道程序一方面意在将用户赶往

手机购买，拿起手机扫码的用户很可能继续拿着手

机开始选购，懒得再回到 PC端；另一方面，这道程

序也增加了手机淘宝的登录率，PC用户如果要使用

电脑选品下单，就必须配合制造一次移动设备的登

录记录。在其他自由市场中，用户很可能会因公司对

用户的操纵行为感到厌恶而抗议，例如亚马逊公司

就不会设下这样的扫码路障，但是在个人隐私权及

消费者权利保护相对均不完善的中国市场上，民众

对于自身该拥有的法律保障权益并不敏感。在交叉

使用数据的行为及隐私保障较周全的社会中，淘宝

的该种做法可能会受到消费者质疑。相比之下，在被

剥夺了大部分的公共政治生活后，中国消费者对自

身的公共权益保障，相当不敏感。另外，淘宝还有些

做法可能在进军国际舞台时遭遇质疑，如尝试对用

户数据的追踪和使用。

不仅是淘宝，其他中国互联网公司在这类问题

的操作上也没有遭遇任何消费者的反对，几乎如入

无人之境。中国消费者相对温驯而愿意忍受麻烦，对

于公司的市场行销手段有着较高的配合度。中国商

品经济起步较晚，中国消费者对自身的公共权益保

障相当不敏感。由此可见，这些市场乃至消费者本身

的差异，将很可能成为阿里“电商丝绸之路”全球化

成功的阻碍。

七、“电商丝绸之路”全球化的关键——解决中

国与世界的适应问题

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国互联网公司即使在本地

取得重大成功，但是一旦跨向海外，不但要面对全球

互联网公司的竞争，还要面对完全迥异的市场文化，

过去成功的品牌、营销手段，在国际市场可能遭遇猛

烈批评。2016年 8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BAT
进军海外失败的共同原因：中国互联网公司之殇》就

讨论过这个问题：中国互联网公司可能以自己的市

场营销手段新颖而感到优越，但那在海外市场被视

为并无新意，微信在印度等海外市场大笔投入却铩

羽而归，也告诉这些中国巨头——出了中国，就是另

一个世界。对此可理解为，这并非阿里所熟悉的世

界，而这个世界似乎也没有那么熟悉阿里。

有鉴于此，许多大陆互联网公司如猎豹移动、爱

奇艺等，选择台湾作为迈向世界的第一步。在这个与

图 4 天猫2014年“双十一”销售额前十名退货及投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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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同源、与世界接轨，对流行文化更为欢迎、更能

够快速适应的地区，大陆互联网公司从这里借船出

海是一项不错的选择。不过，也不那么容易：阿里的

淘宝网台湾分公司一度被台湾经济部认定违反外资

法令，需撤资，但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6月份的一

份判决中判定淘宝胜诉，案件仍在上诉中。一个有趣

的例子是，2016年 10月，香港大学的校务委员选举

中，一个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在微信群中发放了

80元的微信红包，却引发了超过 5000名港大师生、

校友的连署抗议，指责有贿选问题。微信红包是腾讯

集团在中国扩展第三方支付版图的关键一战。如果

没有 2014年农历春节那场让阿里惊心动魄的全民

微信红包运动，今日支付宝还是中国第三方支付市

场的绝对霸主。如今中国民众无论在参加比赛、推广

自己店铺、拉拢人气时，早已习惯了“发个红包”到微

信群里打声招呼，给自己争取关注。然而这样的行为

在香港或者台湾用户的 Line群，都可能会被“严重

唾弃”。

既然摆在阿里面前的是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适应

问题，也是阿里“电商丝绸之路”全球化需解决的关

键问题，那么应如何突破这个困局，笔者认为可以通

过以下两大方面进行。

1. 通过“中国质造”从根本上“治假”。阿里可以

通过一直提议的“中国质造”的新业务计划从根本上

“治假”，这个计划的对象主要针对的是淘宝天猫里

多个以制造假货出名的网络商家。本质上是为这类

商家建立一个“推广自主品牌”的平台，阿里内部配

备一定的资源以扶持这些假货厂商“转正”，投注资

源帮助这些有制造能力的工厂建立自己的品牌，并

在淘宝网上线一个“中国质造”板块，挑选“从良厂

商”集体上阵造势。阿里所要做的是创造环境创造机

制，让卖正品比卖假货赚钱。其实之前阿里在“中国

质造”这块已开了个好头，“莆田制造”就是最好的例

子，莆田本来是最大的假冒鞋的产地，鞋子质量很

好，就是没有自己品牌。淘宝为其提供了平台，专门

推广莆田自主品牌的运动鞋，销量非常好，这对很多

制造企业来说是巨大的鼓励。阿里采用这样的应对

方式不但产生了经济效益，也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

推动作用。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假货厂商可能会面临

被取缔与简单的污名化标签过程，但是在草莽生长

的社会，假货厂商往往拥有更多的生存选择，甚至有

机会脱离被吞吃、被消灭的命运，转向合规经营。

2. 以投资而非直接经营进入海外市场。或许在

“电商丝绸之路”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感受到危机，阿

里不妨选择以投资替代直接经营的方式，作为进入

海外市场的主要手段。正如阿里之前在印度市场上，

与中国台湾富士康和日本软体银行联合投资了电商

公司Snapdeal，与蚂蚁金服联合投资支付公司Paytm
并成为最大股东，取得董事席次，以及投资了有“印

度小米”之称的手机厂商Micromax；在东南亚市场

上，阿里则投资了印尼最大的电商Lazada。这些成功

案例的背后也显示着间接投资比直接经营更能较大

限度地减少国内市场与世界其他市场上的差异。某

种程度上，阿里在全球化进程中与世界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冲突，也显示出国内市场环境与世界其他市

场之间存在的互相不适应问题。就像中国呐喊“大国

崛起”时，一直在控制与进步中拉扯，阿里的崛起当

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两面性，如何尽可能少夹带目

前社会的负面元素才是实现“电商丝绸之路”全球化

进程的重要环节。

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一个新

的伟大的全球化序幕，作为中国互联网和电子商务

业龙头的阿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电商丝绸之路”显

然是希望依托电子商务开启一个新的全球化序幕。

这条“电商丝绸之路”的重点区域和国家是从东南亚

开始，通过“建立全球平台”“五大创新领导人类社

会”等战略逐步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再到俄罗

斯、欧盟、美国乃至全球，为全球中小企业带去机会。

尽管这个宏大计划的目标之一是在 20年内至少支

持 20亿人在线消费，但在全球化还没成功之前，阿

里必须承受来自全球的质疑和挑战，能否有效将在

中国的成功经验顺利复制至全球市场和人类世界，

实现“电商丝绸之路”全球化，上述问题和破解困局

途径都是阿里需要认真思考的，同时也是给中国其

他互联网企业未来走向世界和实现电商全球化提供

的一个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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