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第 3 届 GCBE 国际跨境电商产业博览会 

本届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 40000平方米，汇集热门的供

应链源头工厂，包括汽配、玩具、灯饰、美妆工具、鞋服等

行业优质工厂；聚集海外品牌供应商，包括美妆、母婴、个

人护理、食品、宠物食品等热销品类；60000 多家跨境电商

卖家采购商。设置跨境电商平台洽谈区、产业带工厂对接区、

全球进口商品对接区、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展示区、跨境电商

论坛区。 

参展企业包括：亚马逊、eBay、速卖通、天猫国际、京

东国际等行业龙头平台企业及及生态圈优质服务商；邀请全

球 100 多个国家领事馆、商协会及相关部门到场参加。举办

18 场行业高峰论坛及 30 场精准对接会，通过直播、线下对

接等方式向行业进行宣传展示，最终关注度将达到上百万人

次。 

 

一、跨境电商展概况 

主办单位：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广东进出口商会 

全球跨境帮·产业资源平台 

承办单位：广东跨展展览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江苏苏粤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有限公司、阿里



国际、亚马逊、速卖通、广东省皮具箱包流通协会、广东省

服务贸易协会、重庆服务贸易协会、广东空港物流协会、乐

尖跨境、咕噜公园、小快狗、富达会、湖南正和跨境数字科

技有限公司、甲必丹俱乐部、EVK 汽车文化俱乐部、穗空同

盟、浪潮跨境、潮汕全球联盟、跨境潮人荟、TK 跨境电商平

台、亿丰电商学院、中国陶瓷城、跨境聊天室、全球荟等 

支持单位：广东亚太电商研究院、广东省时尚首饰及配

饰协会、广东省汽车用品商会、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

广东省电商投融资协会、广东省跨境电商贸易协会、四川省

跨境电子商务协会、重庆跨境电子商务协会、深圳市跨境电

商协会、广州鞋业商会、广州市白云区电子商务行业协会、

广州市家具行业协会、广州美妆电商协会、香港网商会、广

州空港物流协会、广州市钟表行业商会、中山半导体照明协

会、中山市名优品牌商务促进会、中山市跨境互联网贸易促

进会、中山市南头镇电子商务协会 、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

汕头市澄海区电子商务产业协会、江门市电子商务行业协会、

顺德跨境电子商务商会、中山市电子商务协会、潮州市跨境

电子商务协会、开平市水口水暖卫浴行业协会、阳江市电子

商务协会、中山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珠海市香洲区跨境电

子商务协会、大朗电子商务协会、 佛山市跨境电子商务协

会、茂名市电子商务协会、梅州市电子商务协会等 

媒体支持：门户网站：央视网、腾讯网、网易网、搜狐



网、凤凰网、新浪网、 新华网、中华网、人民网、百度、

谷歌 

新媒体：Tik Tok、今日头条、抖音、快手、微博、百家号、

一点资讯、跨境阿米 show、蓝海亿观网 

传统媒体：广东电视台、南方日报、国际商报 

官方媒体：GCBE 跨博会、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广东进出口商

会、 全球跨境帮 

其他媒体：数百家合作商协会官方宣传渠道 

展览时间：2022年 3 月 24-25 日 

展览地点：广州市海珠区灵感创新展馆 

展览面积：40000 ㎡ 

展位价格：① 标摊 13800 元/9m²（双开口加收 10%） 

② 光地 1380 元/m²（36m²起） 

参展对象：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府、跨境电商平台、

产业带工厂、进口品牌商、跨境电商生态圈相关企业等。 

观展人数：60000+ 

 

二、展览会五大亮点 

（一）行业资源，一网打尽。10 万+跨境企业人脉；200+

全国产业带；600+跨境龙头企业；300+全国跨境电商相关政

府部门；100+驻穗领事馆与涉外机构；500+海内外商协会；

500+全国高校。 



（二）官方平台现场链接。亚马逊、阿里国际站、速卖

通、Walmart、ebay、shopee、Wish、Lazada、德国 Otto、

法国 cdiscount、美国 newegg、wayfair、印度 Flipkart ，

俄罗斯 yandex，新西兰 trademe，巴西 mercadolivre，dhgate，

ipros、Mercado Libre、韩国 Coupang 等平台重点品类现场

链接。 

（三）严选优质工厂。工厂产品满足跨境电商出口标准，

价格有优势，毛利润高，库存产能充足等条件。 

（四）行业大卖家采购团精准对接。包括：棒谷、安克、

SHEIN、百伦、通拓、有棵树、细刻、澳鹏、前海浩方等上

百家跨境电商大卖家。还有广百百货、屈臣氏、中免、洋葱、

唯品会等上百家跨境电商专业采购商到场 

（五）免费外籍主播带货及录制视频：每家工厂 30-60

分钟带货时长，直播都在 Tik Tok、Google、Facebook 等海

外平台展示。请工厂提前联系组委会申请时间段，录制视频

素材会免费提供给工厂。 

三、展览会五大专区介绍 

为满足企业一站式对接所有需求，全方位互动，展览会

分为 5 个专区，分别是： 

（一）跨境电商进出口品牌生产厂展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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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户外用品： 

户外装备及器材、户外野营用品、户外运动及休闲用品、户

外健身运动类； 

3、礼品文创： 

工艺礼品、杯壶、厨具、文具及文化用品、家庭用品、智能

科技类礼品、家纺等； 

4、美妆个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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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家用电器： 

厨房电器、卫浴家电、生活电器、智能家电、家电供应链等； 

6、服饰服装： 

ODM/OEM 贴牌代工：男装、女装、童装、鞋类、配饰，休闲

装、牛仔街头装、时尚运动装、羊绒时装、少淑女装、婚纱、

礼服、孕妇装、各类织物、加工配件、转印材料等； 

7、皮具箱包： 

纸包装制品、塑料包装制品、金属包装制品、皮革包装制品、

木包装、玻璃包装制品及各类新材料包装制品、创意包装制

品、绿色环保可降解包装制品、各类复合材料包装制品、包

装材料、包装辅料、相关包装设备； 

8、珠宝饰品： 



珠宝首饰、水晶雕件、流行饰品、矿物标本、机械、设备、

工具等相关产品 

9、宠物用品： 

宠物医疗、宠物食品、宠物粮食、宠物零食、宠物食品添加

剂、生产设备及包装技术、宠物服饰、窝垫、美容洗护、项

圈、牵引绳、宠舍、猫窝、背包、玩具、食具、推车、训导

智能用品及卫生用品； 

10、跨境食品： 

休闲食品、综合进口食品、功能性健康食品、肉类及冰冻食

品、绿色农业、高端饮品及乳制品、ODM/OEM 代加工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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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汽摩配件： 

部件及组件、电子及系统、用品及改装、修理及维护、管理

及数字化运行方案、润滑油及润滑剂 

3C 电子：3C 数码、家用电器、音频与视频产品、电脑终端

及周边产品、可穿戴设备、3C 数码配件、健康电子及个人护

理、智能出行及汽车电子等； 

13、五金制品： 

五金工具、手动工具、电动工具、气动工具、汽保工具、机

械工具、园艺工具、磨料磨具、机械工具、液压工具、高压

清洁设备、工具箱、空压机、刃具、涂料及化工产品、家俱



配件、装饰五金等； 

14、灯饰照明： 

LED 光源、太阳能工具、节日灯、办公照明、家居照明、日

光灯、支架灯、智能 LED 灯具、智能家居照明、节能灯饰、

户外照明、商业照明、城市亮化、LED 照明等 

（二）跨境电商官方平台：亚马逊、速卖通、ebay、阿

里国际等平台官方招商经理现场链接，提供专属入驻平台通

道。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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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结

算、信用卡服务、互联网支付、电子货币、电子付、移动支

付运营商、互联网增值服务； 

新零售展区：体验馆、社交电商、网络另说、商业设计、系

统软件等； 

其他：供应链服务商、代运营、培寻、知识产权、商标注册

等 

（四）综试区/园区/政府展区：全国 105 个综试区、产

业基地、园区等 

（五）跨境电商论坛区：18 场论坛，超过 36 个话题，



涉及跨境电商全平台全产业，从理论到实操，从各大平台到

独立站，全方位为跨境电商从业者解惑、赋能。 

四、优质产品一对一精准对接会 

鞋服专场 
时装鞋、运动鞋、童鞋、凉鞋及拖鞋、男女装、童装、内衣、箱

包、窗帘、家用纺织品、户外健身服装、装备、运动健身产品等； 

玩具专场 
充气玩具、婴儿玩具、儿童玩具、教育/益智玩具、电子玩具、毛

绒玩具等； 

家居家饰 
个人护理工具、宠物用品、办公家具及室内家具、装饰材料、餐

厨用具、家用物品、园艺用品、户外产品等。 

服装专场 
休闲装、牛仔街头装、时尚运动装、羊绒时装、少淑女装、婚纱、

礼服、孕妇装、各类织物 

专业音响与

直播设备专

场 

显示器、主机、键盘、鼠标、监听耳机、声卡、麦克风、摄像头。

工具/原料 电脑、麦克风、声卡、监听耳机 

珠宝饰品专

场 
珠宝首饰、水晶雕件、流行饰品、矿物标本、机械、设备、工具 

消费电子 
电视机、影碟机（VCD、 SVCD、DVD）、录像机、摄录机、收音机、

收录机、组合音响、电唱机、激光唱机（CD） 

钟表专场  

家电专场 厨房电器、生活电器、智能家电、家电供应 

皮具箱包专

场 
流女包单肩包 双肩包 手提包 手拿包 斜挎包 



水暖卫浴专

场 

马桶、淋浴房、浴缸、洗手盆、浴巾架、毛巾杆、厕纸架等。水

暖：暖气及配件、上下水管及配件、地漏 

家具专场 床，沙发，茶几，书柜，餐桌，衣柜，书桌，电视柜 

汽配专场 汽车装饰、车载手机支架、脚垫、坐垫、靠枕、车内用品等； 

灯饰专场 照明产品、灯虎灯饰、智能照明、节日用灯饰等； 

进口专场 美妆、母婴、个人护理、食品、宠物食品、保健品等热销品类 

户外用品专

场 

户外装备及器材、户外野营用品、户外运动及休闲用品、户外健

身运动类 

礼品文创专

场 

工艺礼品、杯壶、厨具、文具及文化用品、家庭用品、智能科技

类礼品、家纺 

美妆个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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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物用品专

场 

宠物服饰、窝垫、美容洗护、项圈、牵引绳、宠舍、猫窝、背包、

玩具、食具、推车、训导智能用品及卫生用品 

跨境食品 
休闲食品、综合进口食品、功能性健康食品、肉类及冰冻食品、

绿色农业、高端饮品及乳制品 

母婴玩具 母婴用品、喂养洗护、婴幼服装、童幼用品、童幼玩具 

五金制品 
五金工具、手动工具、电动工具、气动工具、汽保工具、机械工

具、园艺工具、 

家用电器 
咖啡机、电水壶、榨汁机、电风扇、电饭煲、面包机、面条机、

排风机、电热水器、微波炉、电磁炉、打蛋机、电烤箱、电煎锅 

 



五、高峰论坛 

（一）跨博会开幕式暨 2022 跨境电商发展趋势高峰论坛 

（二）沃尔玛卖家千人峰会 

（三）跨境电商进口高峰论坛 

（四）亚马逊全球开店千人峰会 

（五）跨境进口千人峰会暨海南免税政策宣讲会 

（六）RCEP 政策下数字贸易高峰论坛 

（七）江西赣州服装产业推荐会 

（八）疫情形势下如何利用跨境电商开拓国际市场 

（九）京东产业带之大时尚千人峰会 

（十）中国跨境电商供应链高峰论坛 

（十一）“融入双循环 开放促发展”四川天府新区打造内

陆开放门户主题推介会 

（十二）助力跨境乘梦飞翔-人才双选会 

（十三）2022 独立站高峰论坛 

（十四）江苏宿迁综试区产业推荐会 

（十五）中国制造如何借助跨境电商开拓全球商机 

（十六）各国领事馆推介-全球跨境电商发展 

（十七）OTC 医药产品进入中国的机遇 

（十八）优质品牌外贸工厂新品发布会 

 

 



六、同期活动 

“华境杯”颁奖晚宴暨 GCBE跨博会珠江之夜 

华境杯介绍：“2021 年度跨境电商百强企业和领军人物评选

及表彰活动”暨“华境杯”将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在广州灵

感创新展馆“GCBE 国际跨境电商产业博览会”开展期间举办。

本届大会由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广东进出口商会、全球跨境

帮·产业资源平台共同主办，广东跨展展览有限公司承办。 

历届百强企业：中国邮政、中远、嘉里、赛维、苏宁、洋葱、

卓志、有棵树、银联、万邑通、欢聚集团等 200 家企业；历

届领军人物：廖新辉、肖四清、邹欣、陈文平、王树彤、李

淙、曾碧波、高孟、李金玲等。参会人数：800 人以上。2020

年度“跨境电商百强企业和领军人物评选及表彰活动”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国内外多家媒体争相报道。 

七、参与嘉宾 

姓名 职位 公司名称 

林毅夫 参事 中国国务院 

汤 敏 参事 中国国务院 

杨坚争 院长 上海理工大学电子商务发展研究院 

王健 主任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研究中心 

欧阳澄 主任 阿里巴巴集团跨境电商研究中心 

冯宗宪 所长 西安交通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徐建华 主任 杭州市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徐家明 研究员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流通经济研究所 

王云美 博士 上海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李鹏博 合伙人 前通拓科技集团 

张汉东 院长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 

薛兆丰 教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方兴东 创始人兼董事长 互联网实验室 

杨冰之 董事长/首席研究员 北京国脉互联信息顾问有限公司 

黄建忠 院长、教授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章学拯 主任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实验实践

教学中心 

马旗戟 研究员 国家广告研究院 

闫敏 CEO 越域网 

帅青红 所长 西南财经大学“互联网金融与支付”研究所 

刘德学 副院长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储雪俭 常务副主任 上海大学现代物流研究中心 

马龙 负责人 顺丰公共事务本部政务 

黄震 所长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 

夏惊鸣 副总裁 北京华夏基石管理咨询集团 

陈功 董事长 安邦咨询 

钱冰 合伙人 德勤中国 

陈文培 总工程师 
上海市电子商务促进中心（联合国贸易网络

上海中心） 

钟鸿兴 主席 香港物流商会 

程桂良 总经理 广州阿米科技有限公司 

厉  力 教授、董事长 上海科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林  岩 教授 大连海事大学 

曹  磊 主任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肖  亮 副院长 

浙江工商大学管理工程与电子商务学院、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现代商贸

研究中心 

陆海生 一级关务督察/处长 杭州海关 

张夏恒 副教授 西北政法大学 

戴小红 处长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陈巧艳 副处长 浙江省商务厅 

马述忠 院长 浙江大学中国数字贸易研究院 

肖  锋 联合创始人 一达通 

周  勍 董事长 中轻三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罗永龙 合伙人 pingpong 

唐小兵 副市长 肇庆市人民政府 

邓诗军 秘书长 广西贸促会 

龚铮铮 常务副市长 广西来宾市 

陈建莎 副处长 广州市商务局 

郭圣洁 中心主任 广州市商务局 

IRFAN 

MUHAMMAD 
总领事 巴基斯坦驻广州总领事馆 

王 瑜 处长 广东省教育厅 

蔡篓合 总领事 新加坡广州总领事 

丹尼尔齐森加 总领事 赞比亚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维切瓦德那 总领事 柬埔寨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Emmanuel Andoh 总领事 加纳共和国 

安德 总领事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艾丽玛·丹法卡·加

库 
总领事 马里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佩扬吉卡达玛森

娜 
总领事 斯里兰卡驻广州总领事馆 

埃尔南巴尔加斯

马丁 
总领事 哥伦比亚共和国驻广州 

沈立 总领事 新西兰驻广州总领事馆 

伊万西尔瓦 总领事 秘鲁驻广州 

劳霈乐 总领事 以色列总领事馆 

艾丽玛丹法卡加

库 
总领事 马里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陆毅 总领事 律宾共和国 驻广州总领事馆 

安德烈·波波夫 总领事 白俄罗斯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卡洛斯·希拉尔特 总领事 墨西哥驻广州总领事馆 

洪性旭 总领事 大韩民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索姆立坎迪翁 总领事 老挞人民民主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石塚英樹 总领事 日本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哈利法 胡拉非 总领事 科威特驻广州总领事馆 

阿丹优素福 总领事 苏丹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安杰 副领事 加拿大驻中华人民共和国 

陈智文 总领事 巴拿马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Emb. JOAO 

BAPTISTA DA 

COSTA 

总领事 安哥拉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孔雀丽 总领事 泰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穆罕默德. 阿卜杜

拉. 布莱辛 
总领事 沙特阿拉伯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帕什科夫 总领事 俄罗斯联邦驻广州总领事馆 

毕肯思 总领事 荷兰驻广州总领事馆 

JO ﾃ グ 

BAPTISTA DA 

COSTA Emb. 

总领事 安哥拉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李雅 副总领事 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阿丹·优素福 总领事 苏丹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白静芳 总经理 加拿大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总领事馆 

陆志成 总领事 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 

南可安 总领事 以色列总领事馆 

岳安娜 波兰驻广州总领事 波兰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马振财 总领事 马来西亚驻广州总领事馆 

瓦信·兰巴替盛 总领事 泰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高芬玲 副总领事 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 

拉维.巴塔拉依 总领事 尼泊尔驻广州总领事馆 

梅凯伦 总领事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王树彤 CEO 敦煌网 

吴斌 总经理 上海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有限公司 

李金玲 总经理 广东卓志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曾秀莲 创始人 小红书 

洪波 联合创始人 杭州多拉供应链有限公司 

李茜 中国区副总裁 亚马逊 

曾碧波 董事长 洋码头 

徐平 总裁 河南保税集团 

游忠明 副总裁 考拉海购 

高孟 董事长 广东高捷航运物流有限公司 

朱晓松 总裁 连连宝（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仇亚童 总经理 阿里巴巴（中国）软件有限公司 

林奕章 
大中华区首席执行

官 
eBay 

王采宜 副总裁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李海燕 CEO 浙江执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詹路锦 董事长 霍尔果斯中哈建投供应链有限公司 

王维 创始人 深圳市天行云供应链有限公司 

雷青 总经理 广州伟世博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张煊楠 董事长 友和道通集团 

肖建恒 副总裁 顺丰速运海外大区 

杨新芳 创始人 Oceanpaymen/钱海 

夏文锦 总监 PayPal 

黄健 总经理 Payoneer/派安盈 

甄国钢 创始人 iPayLinks/启赟 

张铁成 副总裁 云集共享科技有限公司 

许豪 CEO 北京华甫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罗民 董事长 深圳市前海海淘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顾军林 总裁 五五海淘（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骏 总经理 上海汇付锦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周保军 董事长 深圳美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曹阳 总经理 四川合众兴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方敏 总经理 宁波世贸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罗振立 副总裁 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刘志斌 总经理 平湖神州数码博海科技有限公司 

洪楷 副总裁 尼尔森 

吴晖 总经理 宁波井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王帅 总经理 西咸新区长安港跨境电商物流有限公司 

张立晖 总经理 福建陆地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丁明德 董事长 上海国烨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伍惠忠 高级副总裁 锐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刘楠 CEO 蜜芽网 

肖四清 董事长 深圳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容可 总经理 深圳市海豚跨境科技有限公司 

陈纪和 CEO 福建微品丝路科技有限公司 

倪海 总经理 欧冶国际电商有限公司 

王学艳 副总经理 北京空港宏远物流有限公司 

李敬东 总经理 浙江海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何志涛 董事长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祝泽文 总经理 深圳前海飞特控股有限公司 

陈柏华 总裁 杭州泛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冷静 联合创始人 上海众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肖碧祥 董事长 厦门谷道集团有限公司 

秦敏 副总裁 玛氏食品（中国）有限公司 

陈强 常务副总经理 树袋熊（唐山）科技有限公司 

夏薇薇 总经理 杭州聚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陈刚 总经理 新蛋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谭铁 总经理 杭州安致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郭亮 CEO 上海星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刘丁铭 总经 四川丝路易购科技有限公司 

邹  欣 总经理 广州棒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文平 董事长 赛维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  淙 董事长 广州洋葱时尚集团有限公司 

高  孟 董事长 广东高捷航运物流有限公司 

郭锦炜 董事长 深圳市汇百洲电子有限公司 

陈  成 总  裁 广州海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张杜志 总经理 深圳三头六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  磊 总经理 深圳市易仓科技有限公司 

林福东 创始人 深圳船奇科技有限公司 

王  宏 总经理 深圳市冠通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叶  睿 总经理 广东胡萝卜村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林永鹏 总经理 广州联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李晓冰 华南及台湾区总裁 以星综合航运有限公司 

蔡晓辉 政府事务总监 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 

吴紫竺 广州大区负责人 亚马逊全球开店 

颜赟赟 执行主任 广东连越（深圳）律师事务所 

董振国 总经理 山西环球易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张  玉 总经理 广州乐尖科技有限公司（乐尖跨境） 

徐冲冲 会  长 九头鸟跨境电商俱乐部 

吴维庆 总经理 维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陈燕翔 总经理 广东斯旺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蜂俱网） 

黄凯文 董事长 优品抢赚科技有限公司 

邱俊辉 总经理 广州国翔报关有限公司 

林雅志 总经理 广州速贸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潘家穰 总经理 广西北部湾宝迪红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 

卢丁杰 董事长 东莞市宝涵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谢卓亨 总经理 胜道乐知（深圳）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张锐佳 总经理 深圳市中正远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李开亮 总经理 广州市阿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邓树博 创办人 咕噜公园 

田洪波 总经理 鲸鱼跨境 

向  磊 创始人 跨境老兵 

Seventeen 院长 万舟商学院 

徐  平 总裁 河南保税集团 

曾晨 院长 京东战略研究院 

项敏 总经理 易网创新华南区域 

刘起 广州负责人 敦煌网 

夏飞 
Oracle Netsuite 事业

部总经理 
汉得信息 

李葆盛 主任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广州办事处 

鲁水贵 总经理 南宁华南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商管公司 

陈和 副院长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服务经济研究院 

臧健植 招商总监 南宁华南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吴佑群 四级调研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技术与应用

推广处 

徐燕 副区长 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政府 

黄捷 副部长 广西国际商会国际投资部 

刘诗蕴 董事长 广东吉拓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Edward 总经理助理 递一国际物流有限公司（CNE） 

符斌 业务处处长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口岸工作办公室 

符玉元 主管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 

高杰 总经理 高捷集团 

林亮 副秘书长、秘书长 
广东省服务贸易协会、广东省直播电商产业

联盟 

何伟成 副总裁 洋葱时尚集团 

邓继豪 创始人 指朴 

刘晓川 副总/商学院院长 Shopline 

Jessica 市场营销总监 YinoLink 易诺 

郭美珠 创始人 IWISH 艾维联合 

嘉伟 
国内 TikTok 分享第

一人 
自媒体 

杨威 副院长 华南跨境（广东省）电子商务研究院 

王刚 主任/硕导 外语外贸大学 MBA 中心 

徐功哲 CEO 易网创新 

陈建增 合伙人 易网创新 

袁辉 合伙人 深圳市海博欧科技有限公司 

陈克炎 副总裁 空中云汇 

冯援 联合创始人 Asiabill 

Sarah 总负责人 奥鹏国际跨境供应链 



陈海权 院长 广东亚太电子商务研究院 

张岳博 
客户销售团队总经

理 
蚂蚁集团万里汇大 

Chris 创始人 赛文思营销咨询 

Vincent 市场部总监 领聚数字 

Niko 院长 FunPinPin 学院 

Gordon 总监 嘉鸿网络 

欧阳骁琦 VP 品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杨华 副总裁 京东国际产业发展 

郑颖 业务拓展经理 eBay 大中华区 

杨懿 联合创始人&COO 智能涂鸦 

向磊 创始人 跨境老兵 

钟哲超 创始人&CEO 壹航运 

董加敏 院长&创始人 疯人院&亿丰电商学院 

周老湿 CEO 小快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