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

公司名称

商贸对接需求

公司介绍

希望与如下企业合作：
1. 拥有创新性功能面料、功能辅料的厂商。
2. 具有快反能力和规模优势的服装、鞋品、装备的生产企业。
3. 产品包装设计企业。
4. 提供创新产品解决方案的企业。
5. 跨界合作资源

1999年，盛发强先生与王静女士创立探路者，管理并推动探路者公司于2009年作为首批企业之一，成功登陆中国创业
板上市（股票代码：300005） 。公司以持续的创新突破引领行业发展，成为中国户外用品市场的领导者。2017年11月
29日， 探路者联合创始人、登山探险家王静出任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并确立“聚焦户外产业，围绕主业进行资源整合和
布局”的战略方向。目前探路者公司的主营业务线包含户外品牌探路者、探路者童装、美国户外品牌Discovery
Expedition及户外运动社区绿野网。探路者将旗下产品定位于“专业、科技、时尚”，着力打造极致产品，并赋予旗下四
大产品线新的灵魂：户外探险家、户外旅行家、户外艺术家以及小小探路者。

上海素然服饰有限公司

寻找包袋及功能性面辅料企业合作。

ZUCZUG，2002年创立于上海，中文名“素然“。 作为立足于新生活方式的多品牌集合平台，旗下拥有时装品牌
ZUCZUG、环保品牌klee klee 、运动品牌An Ko Rau、配件品牌extra one、设计师个人品牌WHM，及同名集合零售品
牌ZUCZUG。 多维度的合作跨越摄影、平面设计、建筑设计、艺术、音乐、公益等多个领域。 ZUCZUG秉承“平”的价
值观，以“生活和想象力”为基本理念，始终以真实的普通人作为旗下各品牌的形象。 extra one，包袋配件品牌，2017
年创立于上海。extra，多余，是和必需开的玩笑。"轻"是品牌的核心设计理念，我们用"轻"的态度与方式延伸出平常之
中的幽默感与想象力。

安踏（中国）有限公司

寻找冬季冰雪运动类鞋服配产品（羽绒服、滑雪服、保暖服、功能内衣
、保暖靴、背包配件等）、需求科技创新亮点（定位系统、加热系统、
检测系统等）、可持续理念、创新材料（温敏、光敏、湿敏材料等）、
跨界合作等。

2022北京冬奥会官方合作伙伴。

探路者

产品经理与设计师

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 意向与滑雪、骑行类服装合作。产品品质有质感、优异的功能性、是新
公司
材料新类型产品。

创立于1997年的三夫户外发展至今已有10多年历史。10年前的三夫仅仅是北京大学东门外一处30平米的小店，多年来
秉承"诚信经营，保证售后"的经营理念，以及"运动、快乐、梦想"的宗旨，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目前在北京、上海、南
京、杭州、成都、深圳、沈阳、长春、青岛、石家庄、苏州、无锡等核心城市拥有30余家国际一流水准的专营店，营
业面积超过14000余平米，代理经营国内外300多个专业户外运动品牌的产品，充分满足户外爱好者对野营、登山、攀
岩、跑步、滑雪、自行车、自驾车、休闲旅行等活动的一站式购物需求。

希望拓展跑步、越野跑、户外徒步等运动服饰、水袋、背包、FKT类产
优极（北京）体育用品有限
品、帽子等配件产品。意向与化纤类 运动 机能型面辅料供应商 或 有越
公司
野跑或者跑步经验的经销商合作。

优极UG是来自于中国的原创高品质户外耐力运动品牌,以“优雅,优品,极简,极致”的理念,专注于研发专业的户外极限耐力
运动装备.我们坚信运动改变生活,陪伴你们完成梦想是我们的使命。

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
寻找徒步、泛户外等新的功能性面料材料供应商进行合作。
公司

类别

公司名称

拼多多

爱库存

Shopee

商贸对接需求

公司介绍

全品类招商。

拼多多创立于2015年9月，是一家致力于为最广大用户提供物有所值的商品和有趣互动购物体验的“新电子商务”平台。
拼多多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应用，对现有商品流通环节进行重构，持续降低社会资源的损耗，为用户创造价值的
同时，有效推动了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创立3年多，拼多多平台已汇聚4.185亿年度活跃买家和360多万活跃商户，平
台年交易额超过4716亿元，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第三大电商平台。 2018年7月，拼多多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正式
挂牌上市。

众包分销平台，诚邀国内外各大运动品牌及其代理商合作。

爱库存由上海众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创办，是全球领先的众包分销平台。作为正品代购的开创者和领导者，
爱库存通过创新的S2b2C模式，上游打通品牌方的库存API、为品牌方优化库存管理，下游服务职业分销商、为分销商
提供正品低价货源，借助社交电商的爆发力，降低商品零售交易成本，让消费者以更便捷的方式和更优惠的价格享受全
球正品优质商品。目前平台已吸引超百万分销商、5000多家国内外知名品牌入驻，热销超过4000多万件商品。 2017
年9月平台正式上线，第一个月销量即突破千万，当月获得钟鼎创投A轮融资1亿元人民币。 2018年 6月，爱库存完成
君联资本领投、钟鼎创投及建发集团跟投的5.8亿元B轮融资，平月销售额已突破6亿元。2018年10月，爱库存完成1.1
亿美元B+轮融资，投资方来自创新工场、GGV、众源、黑蚁等知名投资机构。

东南亚跨境出口电商，主要针对国内外知名品牌、产业带资源，包含运
动、户外、健身、骑行。
要求有电商运营经验，产品SKU 50+以上。

Shopee（shopee.cn）：成立于2015年，是东南亚与台湾地区领航电商平台，隶属于东南亚第一家在纽交所上市的互
联网集团SEA（业务涵盖游戏、电商和金融）。我们扎根于拥有6亿人口的东南亚与台湾市场，覆盖新加坡、马来西亚
、菲律宾、台湾、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同时在深圳、上海和香港设立办公室。Shopee 2017年GMV达41亿美
金，同比增长258%，区域内APP下载量名列前茅；目前员工遍布东南亚与中国，达8000+人，是该地区发展迅猛的电
商平台。Shopee为卖家提供自建物流SLS、小语种客服和支付等一站式解决方案。

当当

欢迎运动、户外相关的服饰、鞋包、配件、器材及周边衍生品类品牌洽
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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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加二

欢迎各类户外资深品牌、新品牌、国外品牌、工厂店等洽谈合作。

七加二B2B订货小程序是什么？为户外店主打造的正品批发平台。七加二B2B订货小程序当前有什么功能？拼团：爆款
拼团；折扣极低；拼团成功再发货；订货会：下游商家采购，通过审核即可享经销商价格；YES精选：精选爆品，直接
下单，一键分享朋友圈；发现：供货、求货、交流，有需要就发帖，户外店主交流平台。

户外和健身类产品。

云集是一家由社交驱动的精品会员电商，为会员提供美妆个护、手机数码、母 婴玩具、水果生鲜等全品类精选商品。
云集致力于通过“精选”供应链策略以及极具社交属性的“爆款”营销策略， 聚焦商品的极致性价比，帮助亿万消费者以“批
发价”买到全球好货。 2017年云集通过4000多款精选商品，完成同比增速超400%的业绩。 2018年4月23日，云集宣布
完成1.2亿美元B轮融资，成为行业独角兽企业。 2019年5月3日，云集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三夫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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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有品

寻找户外手电、刀具、照明、求生手表等装备品牌合作。

小米有品，是小米公司精品生活购物平台，也是小米“新零售”战略的一环。依托小米生态链体系，用小米模式做生活消
费品。

电商平台和媒体推
广平台

云集

类别

网易考拉

寻找户外服饰装备、智能穿戴设备、汽车用品、运动健身类及露营类装
备品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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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为中国极具规模的跨境电商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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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居前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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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值得买

寻找户外运动品牌合作。

“什么值得买”是一家网购产品推荐网站，同时也是集媒体、导购、社区、工具属性为一体的消费决策平台，因其中立、
专业而在众多网友中树立了良好口碑。

公司名称

商贸对接需求

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 寻找户外服装、休闲服装、滑雪服装、户外装备、泳装、旅行用品以及
公司
适合做爆款的户外类产品品牌合作。

42195跑步装备

长春金帐篷户外有限公司

公司介绍
创立于1997年，目前在在14个城市拥有30余家国际一流水准的专营店，营业面积超过14000余平米，代理经营国内外
300多个专业户外运动品牌的产品，充分满足户外爱好者对野营、登山、攀岩、跑步、滑雪、自行车、自驾车、休闲旅
行等活动的一站式购物需求。多年来秉承“诚信经营，保证售后”的经营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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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向与跑步相关用品品牌合作。

于2009年成立，2家实体店，5皇冠淘宝店，7年跑步装备顾问，12大全品类跑步产品线，90+跑步装备品牌，1000+款
专业跑步产品在售。

意向与国内外户外、旅行等品牌合作。

吉林省首家户外连锁店、首家户外运动俱乐部，也是首家户外生活体验馆。目前已开设5家门店，分别为省内首家户外
生活体验馆高新旗舰店、省内首家户外生活体验馆繁荣路店、省内首家品牌折扣超市、省内首家装备体验中心和建设街
高端精品店，总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金帐篷户外成立17年来，积极倡导健康的生活理念，大力推广全新的生活方
式，得到了50,000多名会员的认可和支持。目前店铺销售国内外顶级品牌200余个，几千种商品，满足会员的不同需求
。

上海去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欢迎户外配件及时尚系列品牌合租。

UPWILD去野旨在打造户外生活一站式服务平台，集合国内外众多户外运动品牌，整合户外旅行、赛事、拓展等出行方
案，提供装备零售、装备指导、知识培训、技能训练等服务，为喜爱户外运动的人群提供基于户外探索的解决方案。
通过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体系，去野小程序结合线下场景体验， 打造集产品、用户、场景、社交、出行体验、品
牌营销相融合的核心户外新生态，让更多的大众用户在体验一站式服务的同时享受潜水冲浪、徒步露营、登山攀岩、滑
雪滑冰等户外运动的乐趣。

欢迎以下商家洽谈：
1.运动休闲鞋服生产商、厂家；
2.体育用品、健身器材类生产商、厂家；
福建奥库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3.户外鞋服和户外装备生产商、厂家；
4.运动配件（包括箱包、帽袜、护具等）工厂；
5.其他相关行业的优质货源供应商，如渔具、瑜伽、水上运动等。

OUTCOOL(中文名：奥库)是国内知名运动超市连锁品牌。奥库在国内率先推出集户外、运动、休闲为一体的一站式平
价专业超市全新业态，目前已拥有遍及全国各地数十万会员用户，连锁门店已超过二百多家。产品范围涵盖运动服饰、
体育用品、户外装备、健身器材、骑行用品、水上用品、运动玩具、运动配饰、垂钓渔具等。 奥库倡导“全民运动、百
姓奥库”的品牌理念，通过与源头厂商直接合作，免去产品中间环节及品牌溢价等，为不同年龄段的运动爱好者，提供
从入门到专业的鞋服、装备及各种创意类的高性价比产品。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一站式购物的需求，奥库愿意长期与
各优质厂商共同发展，共同获得良好的市场回报。

公司需求专业户外配件，如手套、帽子、鞋袜等产品 和 服装品类，如
南京伯恩户外文化发展有限
冲锋衣、羽绒服等产品。合作品牌是正规公司，知名品牌。公司五证齐
公司
全，货品检测报告齐全。

南京伯恩户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 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专注企业团购的公司 旗下拥有自主设计品牌和代理
的众多知名品牌 并在全国开设了伯恩户外直营店 趣野户外生活馆、宝图美仓工厂店 2006年以来一直为企事业单位、
学校 体育社团俱乐部、赛事活动等行业提供工作服 系列的户外用品等。

实体经销商

类别

宁波悦野户外

意向与户外运动品牌洽谈。

江西慧彩

意向与户外运动品牌洽谈。

公司名称

商贸对接需求

北京红杉远天商贸有限公司 意向与中高档户外运动品牌合作。

北京悦享商贸有限公司

意向寻找户外装备、冬季服装和滑雪类服装品牌合作。希望品牌能有比
较完善的品牌服务意识。

公司介绍
红杉远天经营中高端户外运动鞋服和装备，包括Marmot土拨鼠、ZEALWOOD赛乐等知名品牌；通过淘宝等网络销售
渠道，以直播的方式比较全面真实的把商品推荐给消费者。单店销售额1000万以上，拥有高质量的粉丝群体。

北京悦享商贸有限公司，专注电商零售，致力服务于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

深圳市季风户外用品有限公
意向寻找露营类品牌、有拓展海外市场需求的的户外品牌合作。
司

公司成立2011年以电商为主销渠道，经销户外烧烤露营类产品，目前拥有天猫，京东，亚马逊等平台数十家店铺，并
在美国犹他州开设自营实体连锁店，以连锁经营方式为国内工厂开拓北美市场。

广州煜拓山皓运动用品有限
意向拓展户外徒步、露营和水上运动产品品牌。
公司

主营电商，拥有多年户外产品电商销售经验。目前拥有数十家国内外户外品牌淘宝、天猫、速卖通，亚马逊等国内、国
外电商渠道的正规经营授权，以及部分品牌天猫旗舰店代运营经验，有专业的运营团队。

风速户外

成本于2006年。是一家专门经营户外用品零售和批发的经销商，代理国内外四五十个中高端品牌。同时在线上天猫，
淘宝 ，京东，阿里等平台上面经销店铺。线下也有展示店面。年销售额千万以上。

线上经销商

意向与中高端户外品牌合作。

宁波乐活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寻找有天猫和京东代运营需求的国际品牌合作。

类别

公司名称

商贸对接需求

始创于2008年，多年来一直深扎于户外运动行业，数年来一直保持着稳健良好的发展势头。目前公司的核心业务分为
三大块：国际国内一线户外品牌的电商代运营业务；户外用品的跨境电商及贸易业务；户外用品及户外旅行业务的研发
和销售,公司目前运营天猫店铺6家，京东店铺4家。
公司介绍

选手参赛服/选手完赛奖品/工作人员服装/定位GPS设备/赛事用车。
三夫户外运动管理有限公司（三夫赛事）为北京三夫户外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运营赛事包括马拉松、越野跑、铁
人三项、骑跑两项等。目前为国家体育总局示范单位，中国领先的赛事公司，全年举办赛事超过30场，全年累计参与
三夫户外运动管理有限公司 赛事拥有与太平洋保险、光大永明人寿、长城汽车、Columbia、
Adidasd等品牌合作案例，希望能高度结合赛事特点和场景，共同设计具 人数超过4万人次，现场覆盖人群突破30万人次。
有传播力、影响力的营销案例，有赛事赞助案例主优先。

赛事

赛事

礼品公司

北京静水体育文化产业有限
大众军事题材ip赛事。合作品牌不限。
公司

“商业体育致敬设计思维，体育营销服务品牌定位” 静水体育是由资深专家组成的体育营销和原创商业体育赛事运营机
构，定位为“商业体育致敬设计思维，体育营销 服务品牌定位”。
已实现： •冰雪内容--中国商学院冰雪年会、铁雪
®三项赛事 •军事体育内容--智胜军五™赛事和“智胜—军事领导力”企业解决方案 •旅游体育内容--TNGAR™真北全球探
索赛 •新能源汽车体育内容--EVRun™新能源人车接力赛 等高成长IP及相关生态，拥有全部知识产权，与众多行业头
部品牌和旅游目的地达成了营销合作和智库服务。
静水体育产品体系以原创赛事为基础，通过“体育＋”和“旅游＋”
产品、企业级整体解决方案和K12培训盈利， 已受到地方政府、房地产、汽车、快消等伙伴的高度关注，盈利预期清
晰。

加速曲线（北京）体育文化 希望与户外运动俱乐部、品牌、运动训练、运动服务商等合作，品牌不
有限公司
限。

我们是加速曲线（北京）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简称加速体育。我们热爱体育，热爱极限运动，并致力于把这份热爱带来
的喜悦传递给所有人。公司主营业务包括：体育赛事运营、体育类IP开发运营、品牌营销、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体育题
材内容制作、运动员经纪、体育培训、场馆运营等。

礼诚天下国际贸易（北京）
寻找户外运动品牌合作方。
有限公司

礼诚天下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注册资本5500万元。公司成立之初专注于礼品、快速消费品行
业，为全球500强企业及国内知名企业提供积分换礼、礼赠品服务支持，客户遍布于通讯、电子、金融、汽车等行业，
资深客户如中国银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石化、奔驰、微软、惠普、宝马、国航等。

