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BE 2022 国际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

暨中国跨境电商综试区发展高峰论坛

指导单位：广东省商务厅

主办单位：广东省电子商务协会、众信中心、扩展集团

承办单位：上海扩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合承办单位：海圈网、洋流汇、蜂俱网

广州站：

展会时间：2022.4.7-9 展会地点：广州琶洲·保利世贸展览馆【3/4/5/6 馆】

深圳站：

展会时间：2022.9.1-3 展会地点：深圳福田会展中心（老馆）【1/2/3/4/5/6/7/8/9 馆】

展会背景 Exhibition background

跨境电商再迎利好，中国外贸惠及世界

跨境电商是我国电子商务和对外贸易的发动机。2020 年实体经济遭受新冠疫情冲击，

而出口电商凭借高度灵活性的优势，逆势实现了超过 20%的高增速。2020 年跨境电商交易额

在进出口总额占比升至 39%，2021 年 1-7 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 21.34 万亿元，同比增

长 24.5%。其中，出口 11.66 万亿元，增长 24.5%。

加力政策支持、优化发展环境，跨境电商在“十四五”时期开启了重要战略机遇期。《“十

四五”商务发展规划》明确要推动外贸创新发展，开展跨境电商“十百千万”专项行动、规

则和标准建设专项行动、海外仓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等，到 2025 年，使跨境电商等新业态

的外贸占比提升至 10%。截至 2021 年 9 月，跨境电商综试区城市数量已达 105 个，跨境电

商发展势头强劲。

展会介绍 Exhibition Introduction

ICBE 2022 国际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暨中国跨境电商综试区发展高峰论坛（简称：ICBE

2022 跨交会）由广东省商务厅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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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展览承办，海圈网、洋流汇、蜂俱网联合承办。ICBE

2022 跨交会春秋两季，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7-9 日在广州琶洲保利世贸展览馆（3/4/5/6 馆）

和 2022 年 9 月 1-3 日在深圳福田会展中心（1/2/3/4/5/6/7/8/9 馆）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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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会现场将特设四大主题展区：跨境电商进出口品牌和生产厂家展区、跨境平台展区、跨境

服务商展区和综试区/园区/政府展区，汇聚跨境电商全产业链，展会现场将邀请亚马逊、

eBay、Laz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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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BE 2022 跨交会，期待您的莅临！

展品范围 Exhibition Profile

★ 跨境电商进出口品牌和生产厂家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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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外用品：户外装备及器材、户外野营用品及附件、户外运动及休闲用品、水上运动、冬季

滑雪用品及器材、户外健身运动类、户外各类配件；

礼品文创：工艺礼品、促销广告类/低价定制促销品、电子（消费电子、可穿戴产品）及数

码产品、杯壶、厨具、文具及文化用品、包装及纸制品、家庭用品、智能科技类礼品、家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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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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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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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料 、纱线、加工配

件、转印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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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宝饰品：珠宝首饰、宝石及原料、黄金制品、玉石、水晶雕件、流行饰品、矿物标本、机

械、设备、工具等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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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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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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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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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手机、电脑等配件）、智能产品、家用电器、音频与视频产品、

电脑终端及周边产品、移动终端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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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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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用园艺：绿化施工工艺、园林景观材料及配套设施、各类景观照明系统、锄草设备、灌溉

设备、园艺照明产品配件、观赏植物、草皮草坪、仿真植物及园林喷灌、节水灌溉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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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跨境平台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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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供应链服务商、代运营、培训、知识产权、商标注册等。

★ 综试区、园区及政府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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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往届到场平台方及服务商：

以上为部分平台方及服务商 logo

展会亮点 Exhibition Highlights

◆ 权威机构主办，五年品牌培育，行业标杆展览，跨境电商首选！



ICBE 跨交会由广东省商务厅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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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展览承办，海圈网、洋流汇、蜂俱网联合承办。多方

协同，强强联手，五年品牌培育，倾力打造跨境电商行业一站式优质、高效选品平台，跨境

电商行业标杆展览！

◆ 千家跨境优质工厂亮相展会，跨境热门品类一应俱全！

展览规模翻番，展示面积达 100000 ㎡，上千家跨境优质工厂汇聚，50+跨境热门品类集中呈

现，涵盖日用百货、3C 电子、文体用品、家用电器、等 2000+品牌，为跨境电商卖家提供一

站式选品解决方案。

◆ 四大主题展区，十大品类专区，精准定位爆款选品！

展会规模庞大，参展品类众多，展览特设跨境电商进出口品牌和生产厂家展区、跨境平台展

区、跨境服务商展区和综试区/园区/政府展区四大主题展区，精准定位观众参观需求，提升

观展体验。设立日用百货专区、家用电器专区、体育用品专区、3C 电子专区、礼品专区、

玩具专区、母婴用品专区、宠物用品专区、灯光照明专区、户外用品专区等品类专区，助力

跨境电商卖家快捷、高效选品。

◆ 同期活动构建跨境电商话题矩阵，三天百余场次不同议题演讲，干货满满！

ICBE 跨交会组委会联合洋流汇、海圈网、蜂俱网等跨境电商行业名圈同期举办 2021 中国跨

境电商综试区创新发展高峰论坛、2021 第四届中国（深圳）出口跨境电商运营大会、eBay2022

高潜力战略产品招商大会、2021 海圈网跨境电商选品大会、ICBE 深圳跨交会财税专场、ICBE

2021 深圳跨交会亚马逊 CPC 广告专场等一系列极具前瞻性、市场敏锐度的会议论坛活动，

三天百余场跨境电商议题演讲，500+跨境红人和电商大牛出席活动，涉及跨境电商政策解读、

跨境电商综试区发展趋势分析、跨境选品策略、店铺运营、跨境大卖案例剖析、实操分享等

多个方面。

◆ 链接跨境电商上中下游产业链，提供一站式国内产品出海方案！

展会现场汇聚跨境全产业链品牌、工厂、运营商、通讯、银行、支付平台、软件、培训机构、

物流快递企业、各地示范基地、园区、移动智能终端服务商等，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



eBay、Shopee、Wish、速卖通、xShoppy 等知名平台方悉数到场，为有意向进军跨境电商行

业企业答疑解惑，助力传统外贸企业转型升级，开拓国际蓝海。

◆ 跨境电商产业对接会，助力跨境电商旺季选品！

ICBE 跨交会为进一步提升跨境电商行业人群一站式专业、高效、便捷的选品交流，特设立

产业对接专区，通拓科技、汇诚电商、佰事德、迈特威、赤龙实业、树客等 20 多家大卖采

购商纷纷到场，连续两天，224 场次专场对接活动，同现场优质跨境工厂进行一对一选品对

接，精准匹配，促成卖家选择爆款，助力品牌出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卖家与品牌厂家互利

共赢。

往届回顾 Exhibition Data

ICBE 2021 跨交会 —— 现场回顾



2021 中国跨境电商综试区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 现场回顾

ICBE2021 海圈网跨境电商选品大会 —— 现场回顾

第四届中国（深圳）出口跨境电商大会 —— 现场回顾



eBay2022 高潜力战略产品招商大会 —— 现场回顾

报价单 List

展示样式 单开口价格（CNY/9 ㎡）
双开口价格

（CNY/9 ㎡）

标准展位 15,800/9 ㎡ 18,960/9 ㎡

豪华展位 18,800/9 ㎡ 22,560/9 ㎡

光地价格 1,580/㎡（36 ㎡起租）

标准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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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

豪华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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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我们：

标准展位效果图

豪华展位效果图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展位合作联系：

高飞 Akon

手机号：158 0174 7313 微信

邮 箱：1006083944@qq.com

扫码加微信，了解更多详情。

www.icbe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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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空地：36 ㎡起租，需展商自行搭建。

备注：以上报价均不含 6%税金

mailto:1006083944@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