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中 国 国 际 商 会 商 业 行 业 商 会 
商贸促字〔2021〕49 号 

 

关于邀请参加 2021 中国（深圳）国际电商
选品采购交易会的函 

 
各有关单位： 

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一直是政策支持重点，自 2020

年以来，我国推出了多重举措推进跨境电商发展，从跨境电

商综试区扩围，到海关监管新规出台，从外贸创新发展实施

意见，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等。数据

显示，2020 年全年跨境电商进出口 1.69 万亿元，同比增长

31.1%。外贸新业态蓬勃发展，已经成为稳外贸的重要力量。

跨境电商成为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的首选和外贸创新发展排

头兵。1800 多个海外仓成为海外营销重要节点和外贸新型基

础设施。 

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带动境外消费者线上消费渗透率

的不断提升，大量出口订单回流中国，跨境电商正成为疫情

期间稳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利器。展会通过整合出口类型工

厂、品牌商家、电商平台、周边服务商等群体，帮助更多中

国品牌出海，促进出口外贸线上化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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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随着新基建中的人工智能、5G 等技术应用于直

播电商行业，直播电商场景将更多元化和泛在化，让用户看

直播购物的体验越来越好。2020 年，直播电商凭借其独特的

优势以及疫情的影响，成为最大的风口，市场规模突破万亿，

用户规模也超过 3亿，直播电商平台之间的竞争也愈加激烈，

他们亟需更高质量、更新颖的产品以及更稳定的选品渠道。 

中国贸促会是我国最大的官方贸易投资促进机构，是政

府和企业沟通的桥梁。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是中国贸

促会成立的 23 个全国性行业贸促机构之一。 

为响应国家关于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的政策，为各类电商

卖家提供优质的选品交流对接平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拟于 2021年 12月 2-4日在深圳国际会展

中心举办 2021 中国（深圳）国际电商选品采购交易会。 

一、展会概况 

展会时间：2021年 12 月 2-4 日 

展会地点：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 

联合主办单位：亿邦动力、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 

支持单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南省委员会 

承办单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方维（深圳）国际商业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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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面积：20,000 ㎡ 

展览类型：专业展 

二、展商类别 

（一）产品品类展区  

智能科技：3C 数码（相机、手机、电脑等配件）、智能

产品、家用电器等； 

精品生活：手表珠宝、个人饰品、汽车用品、服饰服装、

鞋帽箱包、户外装备、潮流奢品、宠物用品等； 

个护美妆：彩妆护肤、美发护发、发制品、美容工具、

日用清洁、保健用品、医疗器械、成人用品等； 

日用百货：厨房用品、卫浴用品、家纺、家具、工艺品、

高档礼品、家居装修等； 

食品专区：高端进出口食品、保健品、酒类、饮品、油

类、茶产品、农副产品等； 

母婴玩具：母婴用品、喂养洗护、婴幼服装、童幼用品、

童幼玩具等； 

办公室设备及耗材等。 

（二）跨境及国内电商平台展区 

B2B 平台：阿里巴巴、敦煌网等； 

B2C 平台：亚马逊、eBay、京东、美团、shopee 等。 

（三）服务商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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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仓储、关务代理、供应链管理； 

金融支付运营商、供应链金融、互联网增值服务； 

新零售体验馆、实体及网络零售、商业设计、系统软硬

件设备； 

知识产权、商标注册、VAT 税收、系统集成服务商等。 

（四）创客区 

在国内工商注册不超过 3 年、人数不超过 100 人、资产

总额和年销售收入不超过一千万、未上市的参展商。 

三、亮点展示 

（一）优质工厂，创客引领，品类齐全，涵盖跨境电商

热销爆款 SKU 

汇聚全国 20+产业带，覆盖智能及消费电子、服装饰品、

智能家居、美妆个护、户外用品、母婴玩具等品类。同时业

界首次引入创客专区，为到场专业观众及电商卖家提供新、

奇、特的各类新品，真正实现选品采购。 

（二）国内外主流电商平台现场招商，头部卖家运营、

选品技巧案例干货分享 

主办方特邀亚马逊、eBay、京东、美团、shopee、Shopify、

敦煌网等知名平台到场，现场与优质品牌对接，一站式解决

跨境电商行业资源对接问题。同时特邀深圳知名电商卖家现

场分享店铺运营、选品策略、流量推广、品牌打造等一系列

实际案例干货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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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精准对接优质电商卖家，更有线下神秘大卖

家加持，线上线下双驱动 

将邀请 30000+名各大电商平台卖家到场参与，包括通

拓、傲基、浩方、安可、赛维、泽汇等跨境电商行业龙头企

业采购团，与参展商面对面精准对接、现场选品采购，实现

真正优质资源对接，解决电商优质货源选品难题。 

华润万家、沃尔玛、百果园、百佳超级市场等诸多线下

大型、连锁卖家也将进行现场选品，与电商大卖家/厂商等

进行有效互动，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买家通道。 

（四）利用贸促系统资源优势，助力企业有效出海 

充分利用贸促系统的网络优势，为企业提供更精准的服

务；推荐参展商申报由中国贸促会颁发的《中国出口商品品

牌评价》证书，提升企业在国际上的信誉、品牌和形象，增

强企业品牌影响力、创新能力等。 

（五）多场平行论坛，行业前沿趋势干货满满 

展会现场同期举办 2021跨境电商产业链协同发展论坛、

掘金跨境电商新兴市场专场、海外营销与独立站专场、助力

品牌出海论坛、企业人才对接会等多场次的专业性主题论

坛。 

（六）行业上下游高度参与，打造展商专属分区，赋能

跨境全产业生态链 

展会专设独有的品牌专区、创客专区和电商服务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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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上下游企业可高度参与，知名品牌、工厂厂商、新奇特

创客新品、电商平台、核心大卖、物流、税务、知识产权、

海外营销、软件硬件、金融服务、保险服务等跨境全产业链

一站式高效对接。 

（七）独立站、社交电商、网红营销、海外流量汇聚 

Shoplazza、 Shopify、 Shopline 等自建站平台，

Facebook、Google 等流量平台，网红直播、社交电商等新兴

模式现场展示与资源对接。 

（八）企业人才现场对接，解决企业人才难题 

2021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系列赛事将于交易会

同期主办，百逾所参赛院校，现场设有人才选聘洽谈环节，

参展企业可优先得到人才推荐录用。优选若干家参展企业上

台进行公司及产品展示，企业可与获奖精英团队现场进行人

才与选品对接。 

四、观众来源 

1.Amazon、eBay、Shopee 等各大电商平台行业品类卖家

齐聚展会现场，精准对接选品贸易需求； 

2. 通拓、傲基、浩方、安可、赛维、泽汇等跨境电商

行业龙头企业采购团； 

3.国内“出口转内销”类渠道商、采购商、移动电商、

直播电商等采购团体； 

4.欧美、东南亚等国家专业市场采购团、进出口贸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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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5.汇聚国内外小 B 类采购商，现场高效对接采购； 

6.国内外大型连锁超市、百货商场、连锁店等渠道采购

商、零售商。 

五、展会价格：（人民币） 

标准展位:15,000 元/9 ㎡ 

光地展位:1,500 元/㎡(36 ㎡起) 

开口费:600 元/个（标准展位） 

创客区标准展台：9,800 元/7.5 ㎡ 

六、报名及联系方式 

请将附件.《2021 中国（深圳）国际电商选品采购交易

会申请表（合同书）》及贵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发送至我单位进行报名，联系方式： 

蒋俊一：010-66094270、15711086237 

熊粲欣：0755-84862544、13823295770 

 

附件. 2021 中国（深圳）国际电商选品采购交易会申请

表（合同书）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 

  商业行业委员会             商业行业商会                         

                              2021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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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1 中国（深圳）国际电商选品采购交易会参展申请

表（合同书） 

说明：本申请表一经确认，请在收到付款通知书五个工作日内付清展会费用，以保证摊位的落实。

如超过期限未能付清参展款项，视为自动放弃参展资格。 

展览会名称 2021中国（深圳）国际电商选品采购交易会 

申请面积 标准展位（9㎡） ___个或 □光地___m2  或□创客展位（7.5 ㎡）__个 

展位选择 第一选择: ______ ,第二选择: ______，第三选择: ______  

开口费用  

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单位地址 

（邮 编） 

中文  

英文  

参展展品 

(中英文) 

 

总计金额           元 大写金额： 

主办单位 参展单位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45号 

邮编：100801 

 

联系人： 

手机： 

E-mail: 

http://  

电话： 

传真： 

账户名称: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开户银行:工行北京灵境支行 

账号:  020001330900 7101 221 

(主办单位确认章) 

年     月     日 

参展单位领导意见: 

（签字） 

（参展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