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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市场发展趋势



● 美国电子商务零售占整
体零售市场的份额逐年
提高

● 从 2000 年至 2015

年，美国电子商务市场
销售占比从不到 2% 增
长到了约 11%

市场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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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亚马逊 2016 年市值将是沃尔玛的 1.5 倍！

市场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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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上 70,000 家企业实现了超过
100,000 美元的年销售额，创造了 60,000 个
新的工作岗位。”

—— Amazon CEO 杰夫·贝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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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发展趋势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消费者购买行为
的不断变化，电商市场这几年来风头正劲
，国际权威机构预测，到 2018 年，全球
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将达 2.6 万亿美元。

环球资源也将顺应时代潮流，
将电商买家纳为买家社群开发
的重中之重。

市场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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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资源酷电商买家社群



五大行业酷电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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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文件链接

电子产品 https://exchange.globalsources.com/SALES/SNM/CSF/DOWNLOAD/Cool
_e_tailer_Selection_E_group_GB_20160622.pdf

时尚产品 https://exchange.globalsources.com/SALES/SNM/CSF/DOWNLOAD/Cool
_e_tailer_Selection_FA_GB_20160622.pdf

礼品及家居用品 https://exchange.globalsources.com/SALES/SNM/CSF/DOWNLOAD/Cool
_e_tailer_Selection_GH_GB_20160622.pdf

五金及机械 https://exchange.globalsources.com/SALES/SNM/CSF/DOWNLOAD/Cool
_e_tailer_Selection_HW_GB_20160622.pdf

综合类 https://exchange.globalsources.com/SALES/SNM/CSF/DOWNLOAD/Cool
_e_tailer_Selection_others_GB_20160622.pdf



酷电商对环球资源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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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发酷电商社群？



环球资源首席信息官
Peter Zapf

在过去这段时间，Peter Zapf 活

跃于各大著名播客采访活动、社

交媒体群组，并组织和举办了中

国采购智库论坛，为环球资源的

电商买家社群开发做出了很多努

力，并获得了出色成果！

我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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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播客 (Podcast) ?

播客是 iPod+broadcasting，是数字广

播技术的一种，是一个音频期刊的播

放工具。播客在美国越来越受到欢迎

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并且，近几年

来，播客产生了一种名人效应，许多

明星及专业行业人士都设立自己的播

客，听众甚广。



Global From Asia 播客采访 Jungle Scout CEO

“近几年，Peter Zapf 成功将环球资源

带入了亚马逊卖家的视野！他做的很棒

！事实上，我认为环球资源是一个比阿

里巴巴更好的采购平台。”
— Greg Mercer, Jungle Scout CEO

* Global From Asia 的主持人 Michael Michelini 是一名电商专家，自
2007 年起专业从事于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帮助人们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
做生意。
* Jungle Scout 属于谷歌浏览器扩展，可以将整个页面总结，估计产品
每月的销量、价格、排名等信息，自定义品类，调查热销产品的相关信
息。帮助电商卖家很快的挑选产品，是国外电商卖家的常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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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M 播客采访 Peter Zapf

“我在我的 Facebook 上看到了很多

关于这次的中国采购智库论坛的赞誉

和好评，我非常期待参加下一次的环

球资源中国采购智库，面对面和

Peter 交流！”

— Manny Coats

* AM/PM 的主持人 Manny Coats 本身在亚马逊上运营电商生意，
第一年便实现了 100 万美元的收入。他的 Facebook 群组拥有
3000 多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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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azing Seller 播客采访 Peter Zapf

问：环球资源有做展会，我们可以过去面对面见
到供应商对吗？
答：是的，我们的展会主要在香港举办，展会的规
模带来了绝佳的机会，曾有一个买家告诉我：“我
喜欢去参加展会，因为可以面对面见到供应商，我
可以快速地看到大量的产品，可以快速地发现谁的
产品更优质，而且也正因为我参加了展会，供应商
也会觉得我是一个认真想合作的买家。”

* The Amazing Seller 的主持人 Scott Voelker 拥有多年亚马逊运营经
验，对于亚马逊的营销方式和产品选择都有独到的经验。他的
Facebook 群组现已拥有 30,000 多个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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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群组建设

The Amazing Seller  Amazon FBA High Rollers

30,000+ 行业群友 3,000+ 行业群友

为了促进行业之间的深入交流和思想碰撞，环球资源加入了
一些业内知名的 Facebook 群组，成员皆为亚马逊电商或行
业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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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FBA Private Label

同时，环球资源也成立了自己
的亚马逊电商 Facebook 群组
，现已拥有 1,510 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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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群组建设



中国采购智库论坛



4 月的第一届中国采购智库论坛收到了来自全球 16 个不同国家的买家的赞许，其中包

括经验丰富并获得了巨大成功的资深电商。专家们从采购经验谈到物流，从质量管控谈

到亚马逊的推广方式，给予与会者大量的干货和一手资讯。

中国采购智库论坛

10 月第二届论坛，规模将扩大到首届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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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各大行业专家，提供一手干货资讯

拥有 6 年亚马逊采购、运营顾问经验的 Ashish Monga 带来分享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0Mzg2MjYwN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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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在 Facebook 上反响热烈

“每个做亚马逊的人都该去参
加！不仅演讲内容很实用（涵
盖了采购、质控、物流、营销
等等），而且还有机会见到一
些很棒很有见地的人！”

“非常荣幸能作为这次的论坛的演讲
嘉宾！感谢 Peter Zapf 和他的团队组
织了一场如此高质量的盛会！能和这
么多优秀的演讲者以及听众面对面交
流真是一件幸事，希望能再次参与下
次的会议。”

“绝对是这么久以来参加过的最棒的
一场会议！Peter Zapt 做的很棒，邀来
了很多很酷的人，分享了大量的实战
干货！”

“如果你在香港做亚马逊电商，你一
定要买张门票来听一听！我参加过很
多会议，这绝对是最有价值的会议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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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在 Twitter 上反响热烈

“简直太棒了！非常推荐创业者来参加！”

“今天的演讲真是十万个赞啊！记了好多笔记！”

“这种成为全场最愚蠢的人的感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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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3 天的社交媒体宣传，Peter Zapf 发布的
关于论坛的微讯息覆盖行业人士 53,718 人

论坛在社交媒体渠道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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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