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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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促办〔2020〕216 号

关于邀请参加 2020 深圳电商选品
系列活动的函

各有关单位：

随着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防控常态化已是必然，电

子商务在释放经济新潜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助力高质量

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为更好的协助企业通过电子商务渠道减少贸易阻碍，我

会联合深圳市亚东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亿邦动力拟于 2020

年 12 月 18-19 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举办 2020

深圳电商选品系列活动。

系列活动一：2020 深圳电商选品展览会

时间：2020 年 12 月 18-19 日

介绍：本次展会共分三大展区，分别是：产品品类展区、

跨境及国内电商平台展区、服务商展区。规模近 15000 平方

米，展商超过 350 家，预计将迎来 10000 余名专业观众莅临

参观。



系列活动二：新引力·新增长-2020 国际电商发展峰会

时间：2020 年 12 月 18-19 日

介绍：本次峰会将聚焦国内外电商新趋势、新市场、新

通路、新业态等板块，进行观点碰撞、高端对话，以全新内

驱势能带动新一轮消费变革。

系列活动三：2020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致教杯”

跨境电商创新实践大赛全国精英赛

时间：2020 年 12 月 18-19 日

介绍：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连续四年举办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

战赛跨境电商创新实践大赛，本次精英赛将有全国高校电子

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 50 支精英团队 200 余名师生赴现场

进行跨境电商策划方案路演。

系列活动四：买家专场对接会

时间：2020 年 12 月 18-19 日

介绍：活动现场将举行多场专场对接会，专业买家团将

携真实采购需求到场，参展企业将有机会与之一对一交流。

采购产品包括家居日用品、科技电子及 3C 数码配件、宠物

及运动户外用品、厨房及卫浴用品、个人护理及美妆用品、

母婴用品及玩具、服饰及面料产品。企业同时可制定专属专

场，专场数目持续递增中。凡是 2020 深圳电商选品展览会

的参展商，均可免费申请参加。



系列活动五：现场路演

时间：2020 年 12 月 18-19 日

介绍：现场嘉宾云集，采购需求庞大，为给企业提供展

示曝光机会，活动现场将为优质企业提供路演时间，企业可

根据自身需求，准备相应时长的内容，使更多观众有机会身

临其境，体验企业文化，感受企业魅力。

系列活动六：人才招聘会

时间：2020 年 12 月 19 日

介绍：2020 年跨境电商人才的需求保持旺盛，且跨境电

商精英赛汇集国内优秀高校资源。为给企业及优秀人才提供

双向选择的机会，活动现场将举办人才招聘活动，200 名高

校精英将协助企业抓住机遇，解除困境。

活动情况详见附件。

现邀请相关单位积极参加。

联系方式：

(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商业行业委员会

李苑： 010-66094244、18501150029

蒋俊一：010-66094270、15711086237

李扬： 010-66094256、13681322792

胡心媚：010-66094268、13011205620

传真： 010-66016043



（二）深圳市亚东国际商业有限公司

熊粲欣: 0755-83579300、13823295770

（三）亿邦动力

李建越：010-88825657、18614057670

附件:1. 2020 深圳电商选品展览会

2. 2020 深圳电商选品展览会暨国际电商创新发

发.展峰会

3. 2020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致教杯”跨

跨.境电商创新实践大赛全国精英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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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月 2 日



附件 1：

2020 深圳电商选品展览会

一、展会背景

为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促进中国传统企业的品牌升级和技

术飞跃，整合电子商务全产业链品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

行业委员会、深圳市亚东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亿邦动力拟于 2020 年

12 月 18-19 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举办 2020 深圳电商

选品展览会。

展会将邀请焦点科技、花点时间、寺库、网易严选、泡泡玛特、

有颗树、安可、倍思、蓝思、浩酷、傲基、棒谷、浩方、千岸、际客、

通拓、百事泰、赛维、三态股份、掘宝动力、蓝帜、兰亭集势、智汇

创想等电商行业头部企业，同时，也将邀请行业知名平台方 Amazon、

eBay、Lazada、Shopee、Wish、Yandex、速卖通、京东、美团等，全

面展现全球电商行业发展、传统企业转型、电商新型服务平台等丰硕

成果，满足更多行业企业的需求。同时，通过展会现场互动营销共同

探讨跨境及国内电商的行业布局、市场变化，探索商业模式智能化的

新高度。

二、展会概况

展会价格：标准展位：15800 元人民币/9㎡

光地展位：12800 元人民币/9㎡（18㎡起订）

开口费：1000 元人民币/个



展览类型：专业展，主要面向专业采购商开放

四、展品类别

1.产品品类展区

家居日用：家具、厨房用品、装修产品等；科技电子：电脑、手

机、智能穿戴设备、家用电器等；宠物以及户外运动健身产品、美妆

个护、保健用品、医疗器械、母婴用品及玩具、珠宝首饰、节日礼品

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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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品会、洋码头、易趣

网等。

3.服务商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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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展会价值

1.选品资源国际化，优质工厂，百万热销 SKU，聚焦 2020 爆款

选品。

2.主流电商平台、电商行业大咖云集，实现展会现场高效对接。

3.产品品类齐全，结合现场资源对接，快速全方位打通销售渠道。

4.电商生态全产业链，一站式解决电商行业资源对接。



5.创新论坛活动专场，行业大咖分享实操方法和工具。

6.特设直播优质选品专区，助力企业全方位拓展销售渠道。

六、采购商来源

1.Amazon、eBay、Wi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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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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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欧美、东南亚等国家专业市场采购团、进出口贸易商等。

4.汇聚国内外小 B 类采购商，现场高效对接采购。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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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新引力•新增长-2020 国际电商发展峰会

一、活动背景

独立站出海、外贸转内销模式已经成为出海企业极为重要的双向

发展路径。新引力·新增长-2020 国际电商发展峰会，将聚焦国内外

电商新趋势、新市场、新通路、新业态等板块，进行观点碰撞、高端

对话，以全新内驱势能带动新一轮消费变革。

二、活动时间

2020 年 12 月 18 日

三、活动议程

国际化·新趋势

09:30-10:00 【趋势纵览】新经济周期将至,电子商务重构全球消费市场

10:00-10:30 【跨境焦点】新贸易格局下,跨境电商的 N点思考

嘉宾：大观资本创始人 韦海军

10:30-11:00 【圆桌讨论】全球新消费市场崛起,如何把握绝佳发展机遇？

主持人：亿邦动力新经济服务平台负责人 丁少军

嘉宾：eBay 大中华区销售总经理 林文奎

嘉宾：Lazada 跨境招商及 KA 业务负责人 牧 舟

嘉宾：wish 华南地区招商负责人 Seven

嘉宾：环球易购招商负责人

全球化·新市场

11:00-11:20 【品牌出海】DTC 时代,自营平台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最优路径

嘉宾：Shopify 亚洲市场营销负责人 初开毅



11:20-11:40 【全球布局】出海企业,不可错过年增长超 50%的东南亚市场

嘉宾：Shopee 跨境业务总经理 刘江宏

11:40-12:00 【大卖实战】把中国优质自行车产品“带出去”

嘉宾：金轮自行车集团总裁 杨玉峰

新势能·新业态

14:00-14:20 【直播电商】数亿美元“假发经济”背后的跨境直播生态

嘉宾：全球速卖通总经理 王明强

14:20-14:40 【新兴流量】新晋“带货强者“ 如何与 SHEIN 合作

嘉宾：Snapchat 中国区商务负责人 张 晰

14:40-15:00 【供应链创新】全球数字化供应链中心的底层逻辑

嘉宾：敦煌网 CEO/小笨鸟 王树彤

15:00-15:40 【圆桌互动】内循环新通路,外贸商品如何双轮驱动做好国内市场？

嘉宾：1688 行业总经理 张 翔

嘉宾：京东零售 CEO 徐 雷

嘉宾：网易严选

新跨境·新增长

15:40-16:00 【跨境支付】重构出口收款服务生态,助力卖家资金安全升级

嘉宾：汇付国际总经理 周 骏

16:00-16:20 【数字营销】如何用更低成本的数字营销精准获客

嘉宾：飞书互动

16:20-16:40 【智慧物流】数字化国际物流，全球服务网络加速崛起

嘉宾： 运去哪联合创始人&COO 徐 杨

16:40-17:00 【网红经济】300 万 KOL 背后的网红营销新蓝海

嘉宾：Socialbook 中国市场总负责人 Starry



附件 3：

2020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

“致教杯”跨境电商创新实践大赛全国精英赛

一、 竞赛介绍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

业委员会连续四年举办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跨境电商创新实践

大赛，同全国各高等院校一起，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共同培养更多

跨境电商领域创新型、实践型人才。

跨境电商竞赛在练习赛、全国总决赛和全国精英赛三个阶段，分

别涉及到重要电商平台的操作。跨境电商是一个重视实战的领域，很

多院校已经同企业建立合作，让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前就真正进入到电

子商务的实际操作当中去，将竞赛与电商课程进行结合，将书本的理

论与实际操作联系在一起，起到了非常好的实践作用。

全国总决赛网络赛阶段入围团队规模达 600 余支，经过层层选拔

和激烈角逐，最终共有 50支精英团队入围全国精英赛，赴现场参赛。

二、 竞赛亮点

(一) 百校电商精英人才，荟聚全国精英争霸赛

(二) 跨境电商选品方案路演，精英团队大显身手

(三) 全国跨境精英交流，现场精彩点评，助力企业人才选聘

三、 竞赛规模

现场约 50支团队，约 200 人。

四、 活动议程



全国精英赛 12月 18 日

9:00-9:15 精英赛开场

9:15-9:30 主持人介绍评委嘉宾和竞赛规则

9:30-12:00 精英赛学生展示上午场

12:00-13:30 午餐

13:30-17:30 精英赛学生展示下午场

全国精英赛颁奖典礼 12月 19 日

9:00-12:00 企业展示环节

12:0013:30 午餐

13:30-13:40 主持人介绍出席嘉宾

13:40-13:50 播放 2020 年跨境电商全国精英赛回顾视频

13：50-14:00 主办单位领导致辞

14:00-14:15 北京致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朝

14:15-14:45 竞赛评委代表点评

14:45-15:00 最佳院校组织奖

15:00-15:15 三二一等奖

15:15-15:30 季亚冠军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