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境供应链智慧解决方案

北美智能海外仓服务

官方合作

陪伴您直攻亚马逊/沃尔玛的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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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旺季备战
IDS北美智慧云仓伴你守护客户体验

1 站式供应链管理平台 48 州全美多仓联运 多元配送组合 独家服务支持

IDS结合制造商贸需求暨北美电子商务经验，提供亚洲企业一站式供应链

管理平台，串连全美48州多仓联运，助力企业实时连动库存备货管理，因

应亚马逊FBA补货与大物件FBM要求，守护客户体验、店铺/品牌口碑。

战略投资暨策略伙伴

• 制造物流专家：准时达国际供应链(富士康科技集团)

• 深圳中电

• Payoneer派安盈金流官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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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站式供应链管理平台，自动对接亚马逊/沃尔玛

LOREM IPSUM
电商平台

API绑定/智能发货
友善系统

实时掌握库存发货
跨境管理
无忧结算

✓ 支持企业多品牌管理
✓ 因应通路商现货采购

 降低跨部门管理成本
 跨境一条龙物流服务，依

需预约，灵活委托
 快速因应买主需求
 智能运算区内运送最省心
 安全存量预警

✓ 发货前费用预报
✓ 笔笔清晰省人力
✓ 支持利润中心回亚洲
✓ 支援Payoneer派安盈

余额支付



4

48州全美多仓联运，100%涵盖率

NYC

LAX

CHI

ATL

SAV

SEA

HOU TPA

NCR

DET
OAK

• 三区多仓存放达成服务全段履约价
之承诺，预约寄仓时可自行选择西
区、中区及东区存放

• 北美云仓系统会依商品属性智能配
置存放仓。

• 提供零时差服务界面以及高效海外
仓服务。

虚线圆圈表示可到府安装（Ｗhite Grove）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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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配送组合，因应货物大小弹性支持配货模式

中大型货件
(重货类/抛货类/超标大件)

- 单件1-300lbs：享UPS / Fedex Ground区内均价

配送履约

- 单件150lbs以上：LTL卡派配送/到府安装

- 支援到仓提货及平台派车取件

- 成箱派送：协助企业发展 Amazon / Walmart 
business批发交货暨小额采购合规履约

中小型精致产品

- 卫星中转仓：支持企业批量存放，依需转入亚马逊
FBA仓或买主交货地

✓ Seattle, WA
✓ Ontario, CA
✓ Huston, TX

✓ Chicago, IL
✓ Atlanta, GA
✓ New York,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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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服务范畴(头程服务)

头程服务项目 ＩＤＳ北美云仓 其他业者

进口港自有车队
独家Green Pass申请，可避免
Demurrage/Detention发生，大幅减
少附加成本

港口长期壅塞，平均US$200-
300/天，货主成本大幅增加

全可视化管理 系统全流程预报/更新，实时跟踪进度 无系统，需主动询问业者进度

降低不明风险 全供应链约价服务，无额外费用 货主自付，名目繁杂，费用不一

北美各港同价 东西岸长期稳定提供约定价格 依实价实报

业界超长帐期 海外入北美云仓30天后系统出帐 进口7天结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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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服务范畴(云仓服务)

云仓服务项目 ＩＤＳ北美云仓 其他业者

海量云仓库容
全美六大主仓支持FBA转运，超过40辅
仓支持FBM直发服务，IDS依产品特性
及服务需求配置最适仓点

单仓服务为主，库容有限

西中东仓联营 自动配比最近点发货
仰赖人工判断，依预期存货及可
能发货点概括下单

支持批量理货 适用批发转运/FBA转运/组合商品
B2B及B2C 仓库作业壁垒分明，
专做单一项目

卸柜装车灵活 库内配置夹具机械，可支持特殊托盘 一般叉车，货柜装载率受限

毁损遗失担保 提供库内遗失/作业毁损无忧担保 无赔偿准则、纠纷多

支持会计查核 每年两次会计师入仓盘点 不支持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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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服务范畴(配送服务)

配送服务项目 ＩＤＳ北美云仓 其他业者

亚马逊转运专车
绿色通道专车预约，有效降低FBA改
期/拒收

依FBA预约结果，经常配合延迟、
改期或取消

主营1-300磅 中大/特大型货件一键代发，组合批发 多专营标准件(<30lbs)配送

支持多类推单
提供店铺API设置/excel汇入/人工
建单等各类推单

依仓库excel批量推单

在线实时报价 下单前系统自动报价暨结算 Excel牌价估算，预存依账单扣款

UPS/FEDEX合作
支持主流平台配送规范，主仓仓点常
备GROUND卡车 3车/天

常备车短缺，依赖UPS/FedEx巡
回车运力取货

48/H高运力预约 特殊活动/批量预购/临时运力扩增 无

特大件卡派网络 150磅以上产品，全美均价卡派配送 无或依距离报价，成本高昂



串接北美本土大型仓配服务体系

1）在北美16个主要城市，铁/公路网络
常设有大型分拣仓，存储仓库以及中转
站仓库。提供完善的各类库内操作服务。

2）公司自有的车辆提供仓库之间的调
拨运输，同时开放到仓自提服务。

3）服务北美主要连锁品牌门店，仓库，
中转站，退货网点。

4 )  API对接电商订单，提供住宅区门对
门配送，主要城市可提供安装服务。

16 个大型分拣仓，弹性调拨最佳履约时效



IDS北美仓配体系--一键代发

包含海运头程、卸柜入库、
分类存放、拣货出仓、当地
配送等服务，一键代发单件
接受最高500lb的产品。同时
也提供到仓自提服务，支持
卖家北美多渠道的销售需求。

因应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我
们为中大型货件及其他在线客
户提供完善的服务体验。



IDS北美仓配项目--库内运作

入库流水线标准化作业，按系统
计费，卸货分拣打托贴标出库操
作，简化计价模式，精算测算库
内成本，把控日常运营。

除标准服务外，可因应客户批
量需求，提供项目型定制化人
力服务



IDS北美仓配项目—当地配送服务

6 PLT

9 PLT

11 PLT

在每一个仓库覆盖区域，
我们分别提供各种车型来
进行匹配， 搭配
UPS/Fedex Ground优质
服务，使尾程达到最优的
派送成本。

依照买方需求自有车队提
供到府安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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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S服务整合范畴

P13

DDP现货服务贸易常见需求
各段物流服
务对标业者

IDS整合平台

进口报关，处理商品的税则认列以及协助厂家快速通关 报关行 指定报关行协作

海运服务，由出口地运送到进口国指定仓 货代 标准一站式作业

入仓、分类上架、存放、出仓拣货暨协助发包境内运送
各地仓储服

务商
智慧配仓/多仓
联动库存管理

在美国境内运送货件，如从仓库收货交到指定客户手中
快递或卡车
服务商

系统管理/自动
反馈Tracking

多仓存放，依买主需求、送货地址及仓库存货决定发货仓 人工管理 智能选仓发货

支持主流消费平台的发货准则暨协同规范，包括如亚马逊订
单自动推送(API)、贴标、发货单、取货时间限制等。

人工协调
IDS标准一站式

服务



14

P14

附件：IDS系统主功能展示



Warehouse Inbound Booking & Time-bar


P15



Inventory Management-1

Stock in each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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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ntory Management-2

Click and check the in/out details 
of each inbound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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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setup for Amazon order 

Click and check the setup instruction

we offer the API service, helping amazon seller easy to input the fulfillment request to our system 
automatically. Just confirm the order you want to ship out, easy and conven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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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fillment Management
we offer two fulfillment services to support you in meeting with the delivery 
specification of main online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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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Click Delivery service
Besides amazon order API, you can input the fulfillment request individually or bulk import by excel file. 

We fulfill the order base on same-district priority and FIFO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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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Delivery (help the seller to comply with the 

delivery regulation of Channel, ex. Wayfair)

Two steps: 1.Select the sku & Q’ty 2.upload the BOL or shipping label

The signature of carrier driver & 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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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fillment Report



We ship the orders within 48hrs and feedback the tracking no. (we feed the tracking no. to 
amazon shop automatically if you setup the API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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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ing Management

Charge by order and easy to check the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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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信箱：member@jusdaids.com

诚挚邀请您成为我们尊敬的企业客户

金流服务

科技赋能。云端管理。智慧物流

扫码立即连络

mailto:member@jusdaid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