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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运动俱乐部 2018年7月5日上午
公司名称

招商需求

公司信息

皮划艇、桨板、救生衣、泳装、泳镜、防水包、
昆山欧艇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水上自行车、其他

企业核心培训，水上运动文化发展，海洋舟运动文化发展，以及海洋舟技术培训及赛事。

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艇库水上俱乐部皮划艇、桨板、救生衣、防水包、其他

本俱乐部注册于2017年，属于民办非企业性质！主要推广，普及，培训皮划艇，龙舟，桨板，皮艇球等相关水上运动！

无锡市君之雅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皮划艇、桨板、救生衣、防水包

君雅皮划艇是无锡市君之雅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及滨湖区君雅户外运动中心下属的皮划艇品牌，俱乐部拥有160多条各
类皮划艇，2013年3月开始在无锡梁溪河拥有码头，并配有码头仓库，会员艇库、办公室等设施，2016年8月新增马山桔
湾农庄太湖基地，能在太湖同时为50人的团队举办皮划艇团队活动，2017年8月建立安徽黄山区太平湖麻川河基地，现
有正式会员近130人，准会员约70人左右。君雅已成功组织160多场皮划艇户外活动，本人拥有近1600公里的划行经
验，相信我们专业的装备和丰富的经验，会为每位皮划艇爱好者带来不一样的户外体验

昆山欧艇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皮划艇、桨板、救生衣、其他

水上运动策划与运营，企业培训服务

香港普雷普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皮划艇、桨板、救生衣、防水包

旗下分公司为贵州普雷普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贵州拥有两处国家级的水上基地，涉及的水上项目有皮划艇、赛艇、龙
舟、独木舟、桨板等。

皮划艇、桨板、救生衣、防水包、其他

江西绿舟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2016年6月成立于江西南昌，是江西省首家从事船艇运动体验培训、滨水营地教育、户外
赛事策划组织、江河探险旅行的综合性体旅服务公司，中国皮划艇协会丶中国赛艇协会成员单位，皮划艇同业会会员单
位，江西省水上运动协会理事级单位。

江西绿舟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

电商平台 2018年7月5日下午
电商名称

招商需求

公司信息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健身器材、户外用品、骑行装备、运动鞋服等品
牌

京东，2004年涉足电子商务，多年保持着行业平均增速的近2倍增长。获得称号：2016年《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成为
中国首家、唯一入选的互联网企业； 2016年入选《金融时报》“2016年BrandZ最具价值全球品牌100强”榜单；全球
TOP10互联网企业；中国第一大自营B2C电商；中国收入规模最大的互联网企业。

亚马逊中国

运动品牌

亚马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在中国的网站，至今已经成为中国网上零售的领先者。致力于从高端、选品
、便利三个方面为消费者打造一个可信赖的网上购物环境。

亚马逊中国——全球开店

携手亚马逊全球开店，布局下一代贸易链：全面开放北美欧洲日本澳大利亚10大海外电商平台；3亿活跃付费用户包括亚
马逊Prime会员；遍布全球的跨境电子商务运营中心；全球显著的跨境电商流量优势；中国卖家的跨境电商战略支持；多
3C、CE、家居等硬百类、鞋帽、服饰等软百类等 种跨境电商营销工具助您打造“国际品牌”；出口各环节全方位解决方案提供商网络；面向中国卖家的电子商务专属本土服
非食杂贸易商或者工厂
务；创新工具轻松拓展国际电商业务；线上、线下丰富电商培训资源；多样化的跨境物流仓储解决方案优化成本选择最佳
方案；提供7X24小时专业跨境电商客服支持，省心无忧；遍布全球的超过140个电商运营中心；商品可配送至全球185个
国家和地区。

唯品会（中国）有限公司

户外服饰品牌，户外装备品牌，滑雪、潜水、冲
浪装备品牌，健身器材品牌，骑行装备品牌，运
动配件品牌

唯品会VIP.com，以“全球精选 正品特卖”为品牌宗旨，在中国开创了“精选品牌、深度折扣、限时抢购”的时尚特卖模式，
在线销售服饰鞋包、美妆、母婴、居家、生活等全品类名品。截至目前，已经有全球精选超过6000家品牌入驻唯品会，
其中，近百家为全网独家入驻。2016年唯品会净营收565.9亿元，年订单量2.698亿单，日均订单量达80万单。目前，唯
品会注册会员达3亿，重复购买率达84.4%。2012年3月23日，唯品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上市。自上市以
来，截至2017年9月30日，唯品会已连续二十个季度实现盈利。唯品会作为全球最大的特卖电商、以及中国第三大电商，
其所代表的特卖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当代三大电商业态之一。

运动、户外相关的服饰、鞋包、配件、器材及周
边衍生品类品牌

当当是中国首家赴美国主板上市的综合性电商，也是全球最大的中文网上书店及国内领先的文化电商品牌。从1999年11
月开通至今，当当已从早期的图书商城发展成为综合百货商城，售卖包括图书百货、服装、3C数码、艺术品等百余个大
类的数千万种商品，每天有450万独立UV，在全国600个城市实现“111全天达”，在1200多个区县实现了次日达。当当大
力开放平台，构建精品购物生态，平台商店数量已超万家，无线购物的用户比例已超过60%。当当网于美国时间2010年
12月8日在纽交所挂牌上市，当天股价上涨86%，创下当时中国公司境外上市市盈率和亚太区高科技公司融资额两项历史
记
录。2016年9月为更好服务用户及拥抱国内市场机会，当当完成私有化进程，顺利从纽交所退市。

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广纳有意成为线上B类平台供货商的实力商家，有
1688.com是阿里巴巴旗下以批发和采购业务为核心的电子商务进货网站，是全球首个B类注册用户数超过1.2亿的电子商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 线上店铺运营经验的专业运营团队为佳，无电商
务的著名品牌,每天超过1200万访客来访，产生1.5亿次在线浏览，有1000万以上企业的公司店铺，通过专业化运营、不
司——1688
经验，但线下实力雄厚有意愿积极扩展电商市场
断完善客户体验，为千万中小企业服务，为数千万的买家提供更便捷、更实惠的找货方式。
亦可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 欢迎有意愿把产品和品牌卖往全世界的工厂、商
司——速卖通
家朋友，不限品类和产品，与我们洽谈

全球速卖通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面向全球市场的新外贸零售平台，是中国最大跨境B2C出口平台。2017年4月10日，速卖
通的海外成交买家数（不重复）突破1亿，已覆盖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含64个一带一路国家）。速卖通网站全球Alexa流
量排名41位，并拥有18个不同语言站点。速卖通 APP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市场的Shopping榜单中排名第一，全
球累计装机量突破3亿，并于2016年成为Google全球编辑精选App，2018年3月跻身全球APP排名TOP 10。

服饰、童装、内衣、运动户外器材、配饰、鞋靴
品牌

苏宁总部位于南京，是中国商业企业的领先者，经营商品涵盖传统家电、消费电子、百货、日用品、图书、虚拟产品等综
合品类，线下实体门店1600多家，线上苏宁易购位居国内B2C前三，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引领零售发展新趋势。正品行
货、品质服务、便捷购物、舒适体验。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网易考拉海购是网易旗下以跨境业务为主的综合型电商平台，是网易投入大量优势资源打造的战略级产品。目前迅速成长
为中国最大的跨境电商平台，复购用户超过1500万，客单价超跨境电商行业均值一倍，拥有中国最大的保税仓储面积，
和最成熟的保税备货模式运营能力，在中国规模最大、发展最为成熟的杭州、宁波等保税区的日均出单量长期位居第一。
2015年一月上线，销售品类涵盖母婴儿童、美容彩妆、服饰鞋包、家居生活、营养保健、海外直邮、数码家电、环球美
食、户外运动、水果生鲜等。超过80个国家的5000多个品牌在网易考拉海购销售，自营、入驻、代售等丰富合作方式。
目前在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澳大利亚、香港、台湾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

网易考拉

户外服饰装备、智能穿戴设备、汽车用品、运动
健身类、露营装备品牌

eBay

关于eBay与eBay中国：eBay（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代码EBAY）是全球电子商务先锋，旗下拥有eBay在线交易市场、
StubHub和eBay Classifieds（分类广告）平台。eBay连接全球数以亿计的买家与卖家，通过互联商务为他们创造更多的
1. 健身，露营及跑步相关品牌
机会。eBay于1995年创立于加州硅谷，是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交易平台之一，为用户提供物美价优的精选商品。2017
2. 对电商行业感兴趣及愿意作少批量订单供货的
年，eBay全年的商业交易量达到880亿美元。如需了解更多有关eBay及其旗下业务的信息，请访问www.ebayinc.com。
供应商
在中国，eBay致力于推动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产业的发展，为中国卖家开辟直接面向海外的销售渠道。为了帮助中国
3.中国品牌为主，特别是已开拓出口传统巿场但未
卖家在eBay上顺利开拓全球贸易，eBay成立了专业的跨境交易服务团队，提供跨境交易认证、外贸专场培训及在线培训
发展电商业务的品牌
、外贸论坛热线、业务咨询等一系列服务；同时还积极与第三方供应商合作，推动跨境电商物流、融资、保险等解决方案
的出台与应用，解决跨境电商卖家的后顾之忧。

江苏三夫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户外服装、休闲服装、滑雪服装、户外装备、泳
装、旅行用品以及适合做爆款的户外类产品品牌

江苏三夫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是户外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780)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由三夫户
外网络部发展而来，注册地位于江苏宿迁的国家级电商产业园。2016年三夫电商平台销售流水超过一亿元，员工规模突
破130人。电商合作平台包括天猫，京东，亚马逊，三夫官网等。三夫电商是天猫和京东的KA商家，类目战略级合作伙伴
。同时还提供品牌代运营，价格管控，客服咨询，物流仓储于一体的全方位电商运营服务。

天津七迦二科技有限公司

与户外运动、极限运动等相关的服装、鞋品、装
备、器材等品牌

七加二驴友商城，创立于2010年，作为国内最早 一批电子商务平台，一直服务于户外垂直市场。创立至今合作300余品
牌及户外店铺，涵盖600以上户外品牌、上万SKU，旗下装备酷作为户外专业媒体，每年与ISPO合作测评活动，助力品
牌宣传。本次ISPO期间招商客户享特殊优惠。

深圳市分期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休闲运动、健身、户外、骑行等品牌

深圳市分期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成立，总部位于深圳，是国内互联网小微金融商业模式的开创者。分期乐是中
国领先的互联网消费金融集团，致力于让每个人都能更平等、更优惠、更便捷的享受互联网金融服务，以信用成长成就品
质生活，引领中国社会的消费升级浪潮。

北京国美在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运动户外、服饰鞋帽、箱包奢品、钟表首饰品牌

国美在线是国内领先的B2C综合型购物平台，国美在线依托每年千亿规模的低价采购能力、积淀多年的品牌影响力、领先
的信息化后台处理系统优势以及全国最大的自有电商物流配体系，迅速跻身中国电商第一阵营，成为行业领先的综合B2C
电子商务网站。

运动鞋服、运动装备、运动箱包等品牌

壹钱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中国平安集团旗下子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第三方支付公司，交易规模仅次于支付宝、微
信；壹钱包商城目前注册会员近1.6亿，壹钱包APP主要提供生活、理财、商场三大类服务，原国内最大积分平台万里通
于2016年6月并入壹钱包。商城定位：商城坚持：优质、精选、平价好货，汇聚了近千家知名品牌，涵盖数码家电、家居
百货、个护美妆、美食酒水、运动户外、电子票券、海淘等万余款商品，选择众多。支付方式：全积分、任意积分+现金
、全现金、预付卡。商品结构：截止目前，壹钱包商城已经引入了近3000个国内外知名品牌，近千家签约入驻商户，货
品基本已覆盖全类目。商城特色：有积分更优惠、小积分大特权的品质商城。

平安壹钱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百货商 2018年7月6日上午
公司名称

招商需求

公司信息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欧亚商都

北国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1.将尚未在国内经营的国际知名户外品牌引进国
内，为已在国内经营的国际品牌拓展渠道
2.具有一定优势的国产品牌的渠道延伸
3.整合有设计和生产能力的工厂单品，加盟运动集
合店

大商集团，组建于1995年，是中国百货商业第一大公司，中国百强企业。大商集团以“创建享誉世界的大公司”为企业理
想，以“无限发展 无微不至”为经营理念。大商集团俯瞰全球贸易布局，深挖世界稀缺资源，精准把脉商品市场。大商集团
2017年实现销售2808亿元 今年跨越3000亿元在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向社会发布了的2017年中国企业500强
排名中，大商集团列65位，在辽宁企业中居首位,东北民营企业居首位，再次刷新中国百货业历史。大商集团去年，在全
国380家多家店铺25万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大商集团还获得中国商业创新十大领导品牌、全国售后服务十佳单位等荣誉。
2016年，大商集团荣登中国商业入世15年“最具影响力企业奖”榜首、“中国十佳商业品牌”榜首、“2016中国经济十大创新
企业奖”榜首、在中国企业500强中位列72位、中国服务业500强中居34位。

运动服饰品牌

长春欧亚商都是长春欧亚集团的龙头企业，是吉林省大型零售商业企业。1996年欧亚商都跨入了全国商业百强行列；
1997年进入全国商业五十强；2001年综合经济效益进入了全国商业企业的前十位；2002年在主要耐用消费品的销售中，
遥居省内同行业之首；2005年，在全国重点零售商业销售、利润排行榜中进入前三名；2006年，以34.5亿元销售总额进
入全国百货店百强企业，并在全国大型零售企业单店中位居第二名；2006年3月，又受到中宣部等国家8部委的表彰，荣
获“全国百城万店无假货”先进单位殊荣；2006年至2008年，欧亚商都连续三年销售总额在全国大型零售企业单店排名中
位居第二，被国家商务部授予“金鼎百货店”殊荣。

运动、户外、休闲、时尚品牌

石家庄北国商城是石家庄北国人百集团旗下最大的主干企业，地处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的CBD商业中心。开业21年来，
北国商城一直以骄人的业绩雄踞河北省龙头之位，是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大型零售企业。2017年北国商城单店销售规模达
到30个亿，继续跻身中国商业零售单店前列。同时，"北国"也成为河北省零售业首家是唯一一家"著名品牌"。作为北人集
团的旗舰企业，北国商城已被赋予了众多的寓意，不但彰显着这座城市的经济实力，展示着市民的收入、购买力和审美取
向，更代表着整个城市的现代化水准。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时尚运动、休闲潮牌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新百创建于1952年8月，是中国十大百货商店之一和南京市第一家商业企业股票上市公司（SH 600682）。“新百”是
全国驰名商标和江苏省著名服务商标。2016年被商务部认定为全国首批“绿色商场”。建店至今，企业共涌现出市级以上劳
模25名，先后获得国家、省、市级荣誉1000多项。2017年，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79.6亿元，其中中心店实现销售42.98亿
元，首次突破40亿大关再创新高。近年来，新百实施“百货零售+医疗养老”的双主业战略，积极推进商业零售4.0落地，大
力进行资本运作，打造资产证券化平台，相继跨地区、跨行业进军百货连锁、房地产、健康养老等多个产业领域，旗下拥
有中心店、芜湖新百、新百房地产、新百置业、新百物业、英国弗雷泽百货、山东齐鲁干细胞、安康通、三胞国际等众多
知名企业。

运动、户外、滑雪品牌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湖北省最大的综合性商业企业。其前身是创建于1959年的武汉商场，1986年进行股份制改
造，1992年在深圳上市，是全国最早上市的商业企业。
属下拥有子公司、分公司12个，经营领域涉及商业零售批发、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旅游餐饮及进出口贸易等。属下
武商广场从1996年开业至今，已连续六次蝉联单体经济效益全国第一的殊荣。属下武汉国际广场是目前中国中心城区体
量最大、档次最高、品种最全、奢侈品最集中的国内一流并与国际接轨的超大型购物中心，云集LV, Gucci, HERMES,
PRADA, CARTIER等顶级奢侈品牌。其他下属购物中心均以各自的优势在国内领跑，引领时尚潮流。

运动品牌，户外品牌，时尚运动品牌，运动周边
产品，配件，运动服务

天虹始于1984年，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连锁零售企业。2010年6月1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股票简称：天虹股份，
股票代码：002419，截至2018年5月1日，天虹共开设68家综合百货，8家购物中心，71家超市，149家便利店，已进驻
广东、江西、湖南、福建、江苏、浙江、北京、四川共计8省/市的22个城市。总营业面积超过267万平方米，拥有员工6.9
万人（1.6万自营员工）。中国百货商场门店数量最多的零售企业，中国领先的线上线下融合的数字化零售商公司，已连
续16年进入中国连锁百强，2016年度全国百货零售排名第2位。

福建新华都综合百货有限公司

广西梦之岛

运动、户外品牌

新华都购物广场主营业态：超市、百货、体育连锁经营，是福建本土最大的终端零售商之一。于2008年7月31日在深交所
成功上市，成为国内A股上市民营连锁超市的先行者！新华都百货事业部隶属于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新华
都实业集团下属核心企业），1995年1月8日，新华都在福建省会城市——福州成立了第一家百货商场，经过十八年的稳
健发展，旗下百货门店辐射福建省内各区域，截至2017年共有七家大型百货门店，包括：福州宝龙店、福清元洪店、三
明阳光店、晋江时代店、泉州丰泽店、漳州延安店、石狮德辉店七家门店。

1. 运动潮牌，运动户外，时装潮流品牌
2. 运动潮流买手店

广西梦之岛（集团）是广西商业的龙头企业，自1995年创建以来，至2018年已发展成为广西与国际交流的一个窗口。拥
有广西南宁梦之岛水晶城、广西南宁梦之岛购物中心、广西南宁梦之岛百货、广西南宁金朝阳梦之岛折扣店、广西南宁饭
店梦之岛精品店、广西梧州梦之岛百货、广西贵港梦之岛百货和广西柳州梦之岛百货、桂林梦之岛、梧州梦之岛、广西钦
州梦之岛百货11家大型百货零售商场。
经销商 2018年7月6日下午

公司名称

招商需求

公司信息

上海锐力健身装备有限公司——羚
跑步装备品牌
跑俱乐部

上海锐力健身装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外合资的体育用品批发零售企业。公司成立于1987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
国内最大的体育用品零售公司之一，专业经营代理NIKE、ADIDAS 、NEWBALANCE、PUMA、CONVERSE、
REEBOK等国际国内四十余个知名品牌，并成为耐克、阿迪达斯、锐步和格威特等企业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开设了自
主渠道品牌—孚马（FOOTMARK）多品潮鞋店以及跨界创意集合业态—羚跑俱乐部。集团公司目前在上海、北京、杭州
、宁波、温州、南京、福建等地开设分公司，以及全国近900多家连锁专卖店，5000多人营运团队，立志打造引领国内集
运动、潮流品牌销售渠道航母。

劲浪体育

国内外体育及休闲品牌

劲浪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目前已发展成为中国第四大体育用品零售公司、中国西部体育零售第一品牌公司。主要代理品牌
有：耐克、阿迪达斯、李宁、茵宝、彪马、卡帕、乐途、狼爪等国际、国内知名体育及休闲品牌。目前拥有5000多名员
工，1700余家店铺及60余家运动专业卖场。公司总部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已建立以成都为中心，重庆为副中心，绵阳、
乐山、宜宾、南充、德阳、自贡、雅安、江油、什邡等省内重要二级城市为依托的直营渠道，以及覆盖川渝下属各地、市
、州、县的分销渠道的完善销售网络。

跑步、户外运动品牌

三夫户外创立于1997年，始终秉承诚信经营、保证售后的理念，以及“运动、快乐、梦想”的公司宗旨，持续健康快速发
展，构建线下线上零售+体验综合店，户外活动赛事组织，户外运动营地设计建设运营和青少年户外体验教育培训等户外
产品和服务一体化的整合商业模式，全力打造户外产业生态圈，推动中国户外产业发展，促进全民运动健康。2015年12
月9日三夫户外在深圳中小板成功上市，股票名称：三夫户外；股票代码：002780。

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1. 户外、运动、休闲类产品，包括服装服饰配件
装备等
北京长天时代户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2. 新奇特产品，寻求全渠道代理商的品牌；
3. 希望代理区域：全国

北京长天时代户外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是众多国际一线户外运动品牌的销售商，包括ARC`TERYX（始祖鸟）、
PATAGONIA（巴塔哥尼亚）、The North Face（北面）、Columbia（哥伦比亚）、SALOMON（萨洛蒙）、KUHL 、
SUUNTO（颂拓）、CRISPI、KEEN、MERRELL、KEDS、SPEEDO等，在北京、天津、武汉拥有几十家直营店铺，业
务模式包括线上线下直营、加盟、分销等全渠道模式。

哈尔滨申格体育连锁有限公司

国内外运动、户外、休闲品牌

哈尔滨申格体育连锁有限公司是一家经营国际、国内顶级运动、户外、休闲品牌的现代化连锁商业企业。合作品牌包括：
猛犸象、火柴棍、巴塔哥尼亚、哥伦比亚、乐斯菲斯、狼爪、可隆、诺诗兰、奥索卡、哈士奇、阿迪达斯、耐克、彪马、
李宁、卡帕、耐克360、新百伦、匡威等。截至目前公司已拥有几千名员工、总营业面积达100000平方米以上。申格体育
在稳固黑龙江省市场同时，先后在天津、大连、上海、南宁等地开设了多家营业面积达4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综合连锁
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