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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BE2021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简称：ICBE2021跨交会）由广东省电子商务协会、深圳市众信电子商务交易保障促进中心、香港扩展集团

联合主办，佛山市集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协办，扩展展览承办，海圈网，蜂俱网，洋流汇联合承办。ICBE2021跨交会将举办两届，分别在

2021年4月7-9日在广州琶洲保利世贸展览馆和2021年9月1-3日深圳福田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展会规模扩增至100,000平方米，展商超过

2,000家，预计将迎来累计超100,000名专业观众莅临参观。本届展会现场将特设三大主题展区：跨境电商进出口品牌和生产厂家展区、跨境

平台展区、跨境服务商展区，汇聚跨境电商全产业链，展会现场将邀请亚马逊、eBay、速卖通等行业著名平台方齐聚现场，为跨境电商卖家

提供选品会专场，实现卖家买家双方无缝对接，助力传统行业转型，开拓国外市场，解决国内厂家货物贸易停滞问题，为更多的跨境电商行

业企业满足需求。

跨境电商最in的选品会从爆款到爆单

2020年，我国在原有59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基础上新增46个，总数达到105个。海关总署署长倪岳峰此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海关将加大对跨境电商支持力度，全面推广跨境电商商品退货监管措施，使跨境电商商品进得来、出得去、退得回，促进新业态健康快速发

展。海关方面全口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在线成交进出口总值6044亿元，同比增长6.7%。同期，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下

降3.2%。可以说，跨境电商是我国外贸新业态中的“尖子生”，也是稳外贸的“轻骑兵”。今年，我国在原有59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基

础上新增46个，总数达到105个。

跨境电商再迎利好，中国外贸惠及世界

展会规模

面积 专业观众品牌 跨境红人 亿级大卖采购商



本届展会由广东省电子商务协会、深圳市众信电子商务交

易保障促进中心和香港扩展集团主办。展会活动方向多元

化，涵盖全产业链，旨在整合国内跨境电商行业资源，助

力中国品牌走向世界，推动跨境电商整个行业健康有序的

发展与进步。

本届跨境电商展会将汇聚全球上千家跨境优质工厂及亿级大

卖采购商，通过此次展会带动广东省本地电子商务经济，鼓

励传统外贸企业转型跨境电商，减小国内同质性竞争压力，

开拓国际版块，利用全球资源，从而使跨境电商成为广东省

宏观经济长期健康增长的“发动机”。

权威机构主办—— 专业性、规模化、市

场化行业展会!

最全跨境卖家 —— 汇聚超过100,000+

跨境专业观众，共赴广东！

展会充分发挥广东在跨境电商领域的先行示范效应和资源

效应，拟邀全国跨境电商产业园区或是传统外贸基地到

场，现场举办多场专属招商交流会和人才交流会，助力广

东省本地跨境电商产业的全面开花和更快更好发展。

对接资本人才 —— 现场跨境产业招商

引资会及人才交流会，为广东省跨境产

业提速！

揭秘跨境电商爆款运营，跟上旺季节奏，带卖家走向跨境巅峰

汇聚全国20+产业带，覆盖消费电子、服装饰品、智能家

居、美妆个护、户外用品、母婴玩具等品类。主办方邀请

eBay、Shopee、Wish、速卖通、xShopp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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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链全覆盖 —— 跨境电商全产业链，

连接行业“上中下游”，1000+亿级卖

家共赴广东！ 

跨境行业顶流流量、大V、大咖齐聚现场，建立一站式跨境

电商选品对接会，为国内跨境电商提供多样化出海之路，

与跨境红人和电商大牛零距离接触的舞台。通过政策与展

会相结合，帮助跨境电商卖家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努力在逆境中捕捉跨境电商“新机遇”。

多样化选品会 —— 卖家对接，助力卖

家走进世界市场经济! 

跨境电商行业最为目前最火的行业之一，不断有新型卖家

的进入，许多投资者前赴后继进入的潜力巨大的市场。此

次大会超过60个演讲话题，涉及跨境电商全行业类别，从

理论到实操，从独立站到平台，可谓面面俱到。全方位为

跨境从业者解惑，助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

定制话题分享 —— 3天60+演讲话题，

打造跨境电商行业顶级盛会!



覆盖跨境电商全品类，选择最“火”爆品打通国际市场

智能科技：3C数码（相机、手机、电脑等配件）、智能产

品、家用电器、办公室设备及耗材等；

精品生活：珠宝饰品、汽车用品、服饰服装、鞋帽箱包、户外

装备、潮流奢品、厨房用具、宠物用品等；���

美妆个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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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用品等；

跨境食品：高端进出口食品、功能性保健品、有机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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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电商B2B、B2C、C2C平

台，海内外零售电商、进出口贸

易公司、国内主流电商平台、国

内进口跨境电商平台等。

跨境电商进出口品牌和
生产厂家展区：

跨境平台展区：

跨境服务商展区：

跨境电商物流：仓储物流、货运代理、速递、转运、海外仓、关务代理、供应链管理、智能终端、智能仓储、物

流包装、条码标签、搬运等。

金融/支付类：跨境支付公司、银行、供应链金融、小额贷款、融资结算、信用卡服务、互联网支付、电子货

币、电子支付、移动支付运营商、互联网增值服务；

跨境电商园区与城市馆：跨境电商示范城市/区县、跨境电商园区、基地等形象展示、社区电商、微商城、农村

电子商务等。

新零售展区：体验馆、社交电商、实体零售、网络零售、商业设计、系统软件、设备、收银系统、扫描系统、移

动业务等。

其他：供应链服务商、代运营、培寻、知识产权、商标注册等。



往届到场企业

数万名跨境从业者和相关机构将共聚广东 共话跨境未来

清关服务公司

国际快递及商业物流公司

海外仓服务提供商

电商多语言解决方案提供商

风险投资公司

电商产业园区

电商市场进入咨询公司

数字营销解决方案:�SEO/社会化媒体等

电商ERP软件公司

电商服务器托管

线上跨境电商经销商

线下实体店面零售商

海外品牌商及代理分销商

中国外贸加工制造企业

传统B2B进出口贸易公司

进出口跨境电商平台

进出口电商平台大卖家

第三方电商代运营公司

跨境电商供应链公司

跨境外汇支付解决方案提供商

各国国家邮政系统运营商,�航空货运公司,海运公司

ENTERPRISE
TYPE

往往往往届届届届届到到到到场场场场企企企业业业业

数数数数万万万名名跨境境境境从从从从业业业业者者者和和和和相相相相关关关关机机机机构构构构将将将将共共共聚聚广广东东 共共话话跨跨跨跨境境境境未未未来来来来

清关清关清关清关清关清清清 服务服务服务服服服务服务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国际国际际快递快递快递递递及商及商及商及商商商及商业物业物业物业物业物业物业物 公公司司司司司物物物物物物物流公流流流公流公流公流公司司司司

海外海外海外外海外外仓服仓服仓服仓服服务提务提务提提提务提务提供商供商供商供商供商供供供商供供商

电商电商电商电商电商多语多语多语言解言解言解言解言言解言解决方决方决方方方案提案提案提案提案提提供商供供供供供供商供商供商供商供商

风险风风险险险风风险风风 投资投资投资投投资投资投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

电商电商电商商商商商产业产业产业产业产业园区园区区区园区区园区

电商电商电商电商电商电电电 市场场场场场场场进入进入进入咨询咨询咨询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营销营销营销营销营销销销营 解决解决解决决决解决解决方案方案方案方案方 ::: SESESESEESESESS O/O/O//////社社社会社会社会化媒化媒化媒体等体等体等体等体等体等体等

电电电商电商电 ERERP软P软P软软软软软件公件公件公公公司司司司司

电商电商电商电商电商商商服务服务服务服务服务服务服 器托器托器托器托器托器托器托管管管管管管管

线上线上上上线上跨境跨境跨境境境电商电电电商商经经销经销商

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下线线 实体实体实体实体实体店面店面店面店面店面面零售零售零售零售零售商商商商商

海外海外海外海外海外品品牌品牌品牌品牌商及商商商及及代理代理代理理理代代 分销分销分销分销分销销商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外贸外贸外贸外贸外贸外贸外贸加工加工加工加工加工加加 制造制造制造制造制造制造制造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业企业企企

传统传统传统B2B2B2B进B进B进出口出口出口贸易贸易易公司公司公司司司

进出进出进出进出进出口跨口跨口跨口跨口跨口跨口跨境电境电境电境电境电境电境电商商平商平商商平台台台台台

进出进出进出进进进进 口电口电口电商平商平平商平台大台大台大卖家卖家卖家家家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第第三第 方电方电方电方电方电商代商代商代商代商代运营运营运营运营运营公司公司公司公公

跨境跨境跨境电商电电电商电商供应供应供应链公链链链公链公公公司司司

跨境跨境跨境跨境跨境跨境跨境境外外汇外汇外汇外汇外汇外汇外汇外 支付支付支付支付支付支付支付支 解决解决解决解决解决方方方案方案方案案案提供提供提供提供供供供供供商商商商商商商

各国各国国家国家家家家家邮政邮政邮政邮政政政邮政政政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系统系统运运运营运营运营运运 商商,,商商,商, 航航航航航航航空货空空货空货空货空 运公运公运公运公运公公公司司,司司司 海运海运海运海运海运公司公司公司司司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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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国（广州）出口跨境电商大会

规模：千人大会

主办单位：众信中心、上海扩展

承办单位：洋流汇、蜂俱网、通途

协办单位：谷仓、翼果科技

特别支持单位：嘉里物流

行业支持：跨境老兵、Lucy有约、跨境帮
（以上不分前后顺序）

会议议程：

2021年亚马逊如何正确精准选出爆款产品

逆行2021，助力卖家出海

跨境金融科技赋能跨境电商

Jumia非洲最完善的电商生态

东南亚电商看柬埔寨�

三分运营七分选品十分人才-千万大卖进阶解析

全球后疫情时代中国跨境卖家如何旺季备战

2021跨境电商新蓝海�RTS商机

独立站十年，再谈独立站新趋势及运营新玩法

跨境独立站收款

卖家如何轻松建立专属私域流量池

如何有效利用Google流量进行独立站运营

再破局•享商机•赚全球

Cross-Border E-commerce

Program outline

2019第二届中国（深圳）出口跨境电商大会



诚信授牌
权威颁布

千人大会
跨境蓝海

聚焦行业
大咖云集

快速破局
逆境增长

第三届中国（深圳）出口跨境电商大会

D�to�C电商出海营销如何实现品销合一

东南亚社交营销增长策略

数字化营销打造独立站爆款案例

调研竞争对手，找到SEO流量的突破口

短视频流量与独立站获客的结合策略

出海笔记流量操盘手大会ICBE2020海圈网跨境电商大会

主办方：�广东省电子商务协会
扩展集团、广州出海笔记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方：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

主办单位：�众信中心、上海扩展、翼果科技、海圈网、珊瑚荟2020年9月6日�������深圳福田会展中心�7号馆��

2020精彩议题

大会致辞

主旨演讲�2020年亚马逊如何正确精准选出爆款产品

主题演讲�众信跨境电商保障服务

主题演讲�逆行2020，助力卖家出海�

主题演讲�跨境金融科技赋能跨境电商

主题演讲�Jumia非洲最完善的电商生态�

�主题演讲�东南亚电商看柬埔寨��������

主题演讲�三分运营七分选品十分人才-千万大卖进阶解析

主题演讲�全球后疫情时代中国跨境卖家如何旺季备战�

主题演讲�2020跨境电商新蓝海�RTS商机

午休

主题演讲�独立站十年，再谈独立站新趋势及运营新玩法

主题演讲�跨境独立站收款����������������

主题演讲�卖家如何轻松建立专属私域流量池

主题演讲�如何有效的利用Google流量进行独立站运营

�����

跨境热门议题

跨境行业嘉宾

参会听众

跨境企业高管

亚马逊专场

eBay/Wish/Shopee专场

独立站专场：Xshopyy、乐天国际、敦煌网、易诺

SoicalBook、嘉鸿学院

新兴平台专场：Tophatter、Shopee、阿里巴巴、中非网、

蓝思网络、Coupang、树客贸易



此次我们通过ICBE跨交会打造跨境电商生态链，更好地为企业服务。目前由于欧
美地区明显已经达到饱和的程度，以及他们政策的不确定性，我们给珠三角的建
议是更多地开拓、发展新兴市场。

广东省电子商务协会 —— 专职副会长 程宗政

我们是深圳市政府依法委托发起的第三方的公共服务机构，承担的是电子商务可
信交易环境的整体的建设。我们也是跨境综示区的交易保障服务的支撑平台，包
括深圳市的综示区还有外地的一些综示区都提供了一些交易保障方面的服务。希
望借此次ICBE跨交会的平台，能够为跨境电商行业更好的服务。

深圳市众信电子商务交易保障促进中心—— 常务副主任 吕宜亮

据了解，领星是专门针对跨境电商亚马逊的ERP软件，是一款专业的一站式亚马
逊管理系统，从公司的进销存到业务端再到财务端一体化管理的ERP系统。通过
此次ICBE跨交会希望让更多的客户了解到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深圳市领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销售总监 刘小东

我们认为ICBE深圳跨交会是跨境电商行业最大的盛会之一。在ICBE深圳跨交会
现场可以看到许多老朋友，也有许多跨境电商卖家过来选品，选择新的入驻平
台，交流行业的最新话题，大家都获益匪浅。希望展会越办越好，给我们跨境电
商行业提供更多的资源与平台。

Shopee ——Shopee深圳区域渠道管理及招商 Eva Fang

展会之声
COMMENT



我们作为跨境电商平台，希望能够传递出正向的能量给到大家，让大家对整个跨境
领域、对未来都会有更强的信心。我们在激流的时候更要勇进。再祝愿ICBE跨交会
能够人旺、气旺。接下来也要进入传统的跨境电商旺季了，也祝愿我们各个生态圈
的伙伴们、卖家朋友们能够销量旺。

上海薇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招商经理 Bruce陈文博

据了解，渣打是目前所有国际银行中最早也是最快和监管机构平台、头部企业平台、
第三方平台进行联合开发和合作的银行。渣打中国华南区总经理兼深圳分行行长吴乃
莘表示，此次跨交会汇集了跨境电商领域的各个环节，包括平台、采购商、服务商
等，有效构建了一个经验分享、资源对接、沟通交流的桥梁。

渣打银行 —— 中国华南区总经理兼深圳分行行长吴乃莘

我们现在是要专注于具有一个高贵的基因，就是互联网的基因，贴合国际全球市场和
全球卖家文化的这种基因。比较感谢主办方提供这么一个机会来让我们的品牌展示给
大家，能够提供一个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是这个展会能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帮
助。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平台越办越好。

深圳市赛凌科技有限公司 —— CSO 张鹏

中国邮政国际团队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团队，我们团队里有很多有海外经历的人参与，
能够关注到卖家的需求，以开放的心态与卖家朋友们做一些定制服务，比如说E邮宝
服务，2010年我们和eBay一起定制的,也是平台推荐的跨境物流服务。我们也希望未
来可以与更多的新平台一起做定制服务。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国际业务分公司 —— 市场部经理 林曼云



（展商分析）

（观众感兴趣的产品和服务）

37.95%
品牌和生产

厂家展区

29.38%
跨境平台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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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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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41%
跨境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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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厂家

31%
跨境平台

27%
跨境服务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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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上下游，建立精细化商贸“B2B2C”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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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现场专访

50万+
SMS/EDM�精准推广

150万+
网络推广

“
（观众职位类型）



360°矩阵品牌营销 线下立体式覆盖宣传  “

EDM

微信公众号

百度竞价

EDM

9万+
百度收录报道

600+
媒体推广

抖音 SMS 今日头条 朋友圈

合作媒体:



国内单开口                          ￥15800 元 /9 ㎡

国内双开口                          ￥18960 元 /9 ㎡

境外企业 ( 包括港台澳 )      ＄4200 元 /9 ㎡ 
 

室内光地 (36 ㎡起租 )         ￥1580 元 / ㎡

境外企业 ( 包括港台澳 )       ＄420 元 / ㎡

国内豪华标展单开口            ￥18800 元 /9 ㎡

国内豪华标展双开口             ￥21960 元 /9 ㎡

境外企业 ( 包括港台澳 )       ＄5200 元 /9 ㎡

◆标准展位配置：圆柱门头高 2.5 米，提供三面围板、洽

谈桌一张、 椅子两把、中英文楣板 ,二盏射灯、220V/5A

电源插座一个、展位铺满地毯；其他额外开支由展商承担。

◆空场地费用包括：展出场地、保安服务、展位清洁服务。

◆豪华标展配置：大方铝门头高 4米，圆桌一张配备四把

椅子，提供三面围板、洽谈桌一张、 椅子两把、中英文楣板 ,

二盏射灯、220V/5A 电源插座一个、展位铺满地毯；其他

额外开支由展商承担。

展位价格 
（不包含 6% 增值税） 3mx3m 标准展位

3mx6m 标准展位

3mx6m 豪华标展

3mx3m 豪华标展



联系我们：

爆款选品，尽在ICBE
电商无国界，跨境全球化

ICBE跨交会组委会

吴昊

手机：184 0121 2927

邮箱 : 1494540755@qq.com

地 址：上海市徐汇区南宁路970号万科中心B座801
扫码，预定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