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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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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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发展趋势 

沃尔玛 
销售额 

亚马逊 
销售额 

2,420 亿美元 

2,250 亿美元 

（非食品杂货类销售额） 

（自营+第三方相同类别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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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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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资源电商买家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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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买家对环球资源的评价 

https://exchange.globalsources.com/SALES/SNM/CSF/DOWNLOAD/Cool_buyer_video_170321.zip


如何开发电商买家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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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努力 

环球资源紧贴买家采购需求，大力

开发电商买家社群。四月及十月的

环球资源峰会，以及每月在香港及

新加坡举行的电商研讨会，专家现

场解读电商市场发展趋势及采购技

巧；环球资源首席信息官 Peter 

Zapf 活跃于各大著名播客活动，与

领袖电商合作，向电商买家积极推

广环球资源优质供应商。 
环球资源首席信息官  

Peter Zapf 



环球资源峰会 



峰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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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亚马逊电商买家对环
球资源服务及品牌的认可
和认知度 

 创造电商买家与环球资源
供应商面对面洽谈商机 

 吸引更多电商使用环球资
源网站 



从三大方面助力电商买家进行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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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分享 

   - 如何提升线上及亚马逊业绩 

   - 如何有效从中国采购 

   - 百万销售额卖家心经分享 

• 拓展关系网络，整合资源 

• 环球资源展现场与优质供应商面对面洽谈 



环球资源峰会  
- 往届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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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76 位付费与会者积极参与（53 位

来自香港及深圳的亚马逊转销商参加了第二天的见面

会），内容包括物流、质控、采购经验、亚马逊推广

方式等，给予与会者大量的干货和一手资讯。 

精彩环球资源峰会 



Facebook 现场直播，关注度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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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个视频，109,383 次浏览 



峰会在 Facebook 上反响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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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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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营销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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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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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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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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在 Facebook 上反响热烈 

“这是香港亚洲国际博
览馆最棒的会议！” 

“非常感谢 Peter 和环球资
源团队！透过十月的这次峰
会，我获益匪浅！” 

“十月展会季，我首选环
球资源展作为第一个参观
的展会。而我来参观环球
资源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想来参加这个峰会，内容
太棒了！另外，展会现场
还有很多创新产品！” 

“我超级喜欢这些（峰会）
视频！” 

“（环球资源峰会）太多
关于在亚马逊上销售产品
的独家猛料了！强烈推荐
从事电商业务的朋友们来
听！” 

“香港最棒的会议，如果你是
亚马逊卖家，而且四月会来亚
洲国际博览馆，那么，这绝对
是一场你不能错过的盛会！” 



与会电商买家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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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了环球资源峰会及环球资源展之后的四
个月内，我们的月收益达到了 2.5 万美金。峰会
帮我们节省了三到四个月的（采购）学习时间。
我们在展会现场见到了很多优质的供应商。” 
 
 

KJ Robinson 
2016 年 4 月环球资源峰会与会买家 
在移动电子展现场采购便携式音箱 



更多与会者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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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James G, sourcing and manufacturing in China for 5-6 years and 
concerned with IP protec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md2R1_lsdI  

Mr. Kenny E, sourcing and manufacturing in China for 5-6 years and 
concerned with IP protec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VD4ZAUT-lo  

Ms. Hanan S, new Amazon seller and looking for information, tips and 
looking to build up her networ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r7p0Y2C3UA  

Ms. Ashley L, learned a lot about sourcing, procurement, QC and FBA, 
and connected with vendors on the show floo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vEc7jRbNx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md2R1_lsd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VD4ZAUT-l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VD4ZAUT-l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VD4ZAUT-l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r7p0Y2C3U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vEc7jRbNxA


更多与会者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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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Harold S, sourcing for products to sell on his Amazon sto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TkN6dSsfjw  

Mr. T. Will Z, increased awareness in developing products and inspec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4-VqUvVM-8  

Mr. Scott D, sourced extensively in China and concerned about legal and 
contractual issu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J4zQM7uuFU  

Mr. Ashish M, learned about marketing and selling on Amaz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FsnM3VSrg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TkN6dSsfj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4-VqUvVM-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4-VqUvVM-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4-VqUvVM-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4-VqUvVM-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4-VqUvVM-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J4zQM7uuF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FsnM3VSrgU


环球资源峰会 
- 2017 惊喜预告 



2017 年 4 月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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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4 月 17-19 日，
与移动电子展、礼品及家
居用品展同期举行 

 19 场专家级演讲分享 

 预计 100 位与会者 

峰会优酷宣传片 

优酷宣传片 Youtube 宣传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2NzA3ODk4MA==.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p4SWQIoI


新一届峰会备受领袖电商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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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tEra  

为峰会站台 

采购专家 Neale 博士在其 
Twitter 上表示将参加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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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orbes.com/sites/baymclaughlin/2017/01/10/12-business-conferences-
in-china-you-should-attend/#e1631d815cde 

被福布斯推荐为《12 个在中国必去的商业大会》之一！ 

新一届峰会备受媒体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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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研讨会 



电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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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在香港、新加坡、泰

国（即将启动）举办电商

研讨会，每场邀请 20-25 

家电商出席，现场与采购

专家共同分享实战心经，

探讨发展趋势 

图为新加披电商研讨会实况，场场爆满，Facebook 同步直播 



领袖电商合作 



与 Seller Sessions 成为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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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ellersessions.com/partners 

Seller Sessions：著名在线课程平台，专门开设关于
电商及亚马逊平台操作相关的课程。环球资源与其
合作，通过环球资源峰会的影响力助供应商开拓海
外电商市场。 

http://www.sellersessions.com/partners


电商社群网站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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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ebretailer.com/lean-commerce/ecommerce-predictions-2017/ 

WebRetailer.com：著名电商社群网站，全球拥有超
过 10,000 名会员。 

http://www.webretailer.com/lean-commerce/ecommerce-predictions-2017/
http://www.webretailer.com/lean-commerce/ecommerce-predictions-2017/
http://www.webretailer.com/lean-commerce/ecommerce-predictions-2017/
http://www.webretailer.com/lean-commerce/ecommerce-predictions-2017/
http://www.webretailer.com/lean-commerce/ecommerce-predictions-2017/
http://www.webretailer.com/lean-commerce/ecommerce-predictions-2017/
http://www.webretailer.com/lean-commerce/ecommerce-predictions-2017/


社交媒体群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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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azing Seller   Amazon FBA High Rollers 

41,000+ 行业群友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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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逊电商或业界专业人士。 



社交媒体群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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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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员专页回答相关采购问
题，向国际电商买家推广环球
资源优质供应商社群。截至
2017年3月，已拥有超过 
13,000 位群组成员。 



播客 



什么是播客 (Podcast)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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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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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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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收听） 



AM/PM 播客采访 Peter Zapf 

37 

（点击收听） 

“我在我的 Facebook 上看到

了很多关于这次的环球资源峰会

的赞誉和好评，我非常期待参加

下一次的环球资源峰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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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mazing Seller 播客采访 Peter Za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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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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收听） 



其他推广渠道 



其他推广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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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专注电商领域的网站，如 

WebRetailer.com 等，展开邮件及

标识广告推广 

2. 制作电商推广活动专属页面 

3. 面向电商的 Google 点击付费推广 

4. 通过 Gmail 推广吸引相关买家关注 



Google 点击付费推广/再营销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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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网站上其他位置的广告 

示例 — Gmail 里显示的广告 示例 — 必应广告 示例 — 文字广告 

通过关键词广告、线上广告等推广，锁定有兴趣在亚马
逊、eBay 等电商平台销售的潜在电商买家群体 



Facebook 点击付费/再营销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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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静态广告 示例 — 再营销动态广告 

通过关键词广告、线上广告等推广，锁定有兴趣在亚马
逊、eBay 等电商平台销售的潜在电商买家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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